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獨特性需求 Consumer’s need for uniqueness 

獨特性理論：Snyder and Fromkin（1977）theory of uniqueness 

當自我概念的獨特性受到威脅時，一個人與他人不同的需求會被某些動機撩

撥起來。（譬如說：個體在環境中察覺到與他人高度相似時） 

個人從消費物品及活動中找尋獨特性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個人可能會持續一

段時間遠離常軌並維持他們的與眾不同，而以物質來表現與他人不同是最常被使

用的，因為其既能滿足個人獨特性的需求又不會有逾越社會規範的風險（Synder, 

1992）； Synder and Fromkin（1977）認為不同個體會有不同程度獨特需求動

機，因為個人會用各種方式滿足他們的獨特性需求（如：從擁有物展示）（Belk, 

1988），或不同風格與特殊人際關係（Maslach, Stapp, and Santee 1985） 

消費者獨特性需求反映個體的不同，需要與眾不同的動機稱為”不服從動機

（Counterconformity motive）”－－經由消費商品表達自我不同的動機，商品有

視覺展示之功能，並且為自願涉入去追求與他人不同的關係為目標，消費者獨特

性需求大部分來自天性，較少部分來自意識（Maslach et al., 1985）。消費者對

獨特性（uniqueness）需求與獨立（independence）不同，其動機也許會因社

會環境的不同成為支持一個人品味的結果（Nail, 1986）。 

Grubb and Grathwohl（1967）之研究指出消費商品如何幫助個人形成及維

持對自我概念的需求，消費者獨特性需求同時反映自我形象及社會形象建立過

程。自我形象的轉變經由自我消費商品象徵意義的轉變。然而，往往對自我的影

響，主要建立在可被大眾識別的消費商品上，為其可辨識的意義，獨特性商品可

以滿足個人得到他人的注意與評估之欲求。由此可知，獨特性需求主要由外顯性

獨特性商品獲得滿足。 

概念性行銷模式過去對於不服從性動機的描述表現在以下有關特殊消費者



現象的人格特質，如時尚選擇過程、風格選擇、風格替換（Miller, Mclntyre, & 

Mantrala, 1993）；消費者對商品外在設計的反應（Bloch, 1995）；及消費者搜尋

不同變化的行為（McAlister & Pessemier, 1982）。 

一、消費者獨特性需求概念化定義： 

個人以塑造及堅定個人及社會識別獲得、使用、及丟棄消費品來追求與他人

之不同。 

二、消費者獨特性需求的操作性定義： 

（1）不服從性－以創意選擇表現（Creative choice counterconformity）： 

表現自我與他人的不同，個人性、引發獨特認同可經由物質、商品創造個人

風格並表現自我（Korn, 1983）。以物品展現反映個人風格，常經由購買原

創性、新奇性、或獨特性消費商品來達成（Korn, 1983），或經由對裝飾性

收藏品管理及展示滿足其需求（Belk et al. 1989; Korn, 1983）。這種目標導

向消費者行為反映創意選擇不服從性，創意選擇反映消費者傾向尋找社會中

與眾不同的東西，但這些消費者仍會在與眾不同的東西中選擇他人認為是好

的東西，這些創意消費者欲在消費文化及大眾輿論下建立自我獨特性。Belk

也指出若減輕個人獨特性及對自我的感知會伴隨而來的將是個人對增加私

有物的慾望減少。 

（2）不服從性－以非大眾化選擇表現（Unpopular Choice Counterconformity）： 

非大眾化選擇指的是消費者為表現其與他人不同，所選擇之產品或品牌脫離

常軌，且因此有逾越社會接受程度的風險，Ziller指出若個人無法找出社會

可接受之與眾不同的方法，他們寧願選擇以負面方法來區隔自我，而不願以

較溫和的正面方法。像是打破規則、習俗、或挑戰現存消費者常態，逾越社

會可接受的程度，甚或包括被評為品味差的。非大眾化選擇也可以導致自我



形象及社會形象的加強，人會破壞規範，逾越社會可接受的程度，並且確定

他們的與眾不同會帶來好的人格，因此，確定他們的自我形象（Gross, 

1977），然而，非大眾化消費選擇可能後來會為社會所接受，並因此轉為正

面獨特性，成為消費者中的創新者或時尚領袖（Heckert, 1989）。 

（3）避免相似性（Avoidance of Similarity）： 

避免相似性表示對大眾化產品失去興趣、不再使用，以遠離一般標準及建立

個人獨特性，因為有高獨特性需求的個體會觀察(monitor)別人的所有物品及

他人之期望。避免相似性也指避免購買一般大眾化產品或品牌或貶低其價

值，不再保存、不再使用或購買其產品以避免跟別人相同，因為消費者能夠

在短時間內，成功藉由消費行為建立人格；消費者的選擇，特別是創造性選

擇，一開始會建立個人獨特性，但很快的會吸引其他也想要建立其獨特性的

人追隨，早期追隨者並影響其參考團體（Fisher and Price, 1992），就像前

面所說的，就算是初期的非大眾化選擇，經過一段時間後也可能被大家所接

受，成為流行（Heckert, 1989）。 

三、過去研究發現 

早在1960及1970年代就有學者用自我報告的方法研究獨特性需求，其中有

幾點發現： 

用不尋常的方法使用一般物品（Fromkin, 1970） 

偏好新奇的經驗大過於一般經驗（Fromkin, 1970） 

對他人的評斷較不服從（Duval） 

態度傾向與他人不同的方向（Weir） 

強烈的不滿情緒（Fromkin, 1972） 



較低的自尊（Ganster, McCuddy, & Fromkin） 

在以往多數人傾向服從的年代，這方面的陳述似乎是較為負面的，但這也促

使了Synder & Fromkin在1977年發表獨特性理論（Theory of Uniqueness）。 

有關獨特性需求測量的品類，對於高獨特性需求的人來說，基本品的分類法

較難看出其獨特性需求，應採創新性、表現身分地位，及稀有品的分類方法

（McCracken, 1986）。 

Gaedeke, Andrea R（1993）指出現代的消費趨勢為消費者不僅需要被視為

一個個人，更需要個人化的服務，消費者想要專為他們個人設計的產品或服務，

且其廣告必需顧到各個行銷角落，因此，要跟顧客溝通的不僅是商品的logo，更

是從頭到尾的誠信以及照顧。 

廣告要如何滿足個人化的需求並達到銷售要注意以下幾點： 

時間：廣告時間要配合活動 

定位：將廣告打在目標消費者會看的地方，讓其感同身受 

將廣告視為投資，而非花費，需要長期性的投入 

運用不同的管道，而非一成不變的廣告手法 

注意競爭者 

Verhallen, Theo M M; Robben, Henry S J（1994）在其”稀有與偏好”一文中

運用四種情境測量消費者獨特性需求偏好：因市場因素造成限量供給、因為熱門

而限量供給、因為限量生產而限量供給、間段性不供給；不考慮到別人如何選擇

時，受試者偏好因市場因素造成限量的情況、間段性不供給及無限供給的情境，

若考慮到別人如何抉擇時，因為熱門及因為限量生產而限量供給之情境影響較

大。 

Burns, David J& Warren, Homer B（1995）在其Need for uniqueness: 



Shopping mall preference and choice activity文中發現外出購物的地點選擇，獨

特性需求高的人會選擇離家較遠的郊區Shopping Mall，因為獨特性需求高的人

較會想要擁有新的產品或較稀有的產品，不易被模仿、非傳統一般性的產品較能

激起他們想擁有的慾望，因此，此研究發現獨特性需求較高的人傾向選擇到郊區

的購物中心購物，因其可能會有跟鄰近的購物中心不同的選擇，可買到與鄰居較

不同的產品。 

Stanforth, Nancy（1995）在Fashion innovators, sensation seekers, and 

clothing individualists文中指出，時尚的創新者傾向用衣服穿著來表達他們的個

人主義，他們比時尚追隨者有較強的體驗與獨特性需求。 

過去研究曾將消費者擁有物分為幾種品類：個人物品、家庭用品、休閒用品、

資產、交通工具、實用品、藝術品、及其他（Richins, 1994），而先前研究發現

消費者獨特性需求較會表現在服飾（Synder & Fromkin, 1980）、家飾品（Kron, 

1983）、及休閒活動上（Synder & Fromkin, 1980），此外，還有研究指出個人獨

特性需求常表現在價格較低之商品，因單價較高之商品如汽車、房子，受限於個

人收入，往往無法要求其獨特性，因此運用追求時尚，成為創新者，以服飾或家

飾品等單價較低商品表現自我來滿足獨特性需求是較容易達到的。 

Kelly Tepper & Karyn McKenzie在2001年質化樣本多次追蹤研究發現，獨

特性需求高的人認為對其重要之物品多為具自我表現及表現成就之意義，其中被

提及最多的為對外在彰顯的增進，而稀有性反而並不明顯，此外，研究指出消費

者獨特性需求與個人主義相關。 

Gainesville（ 2002）做了多項實驗後發表 Inherent rule variability in 

consumer choice: Changing rules for change's sake，其中指出消費者具有高獨

特性需求對轉換產品或品牌的需求也較高，並傾向做出與其群體不同的抉擇，在

其低價低品質及高價高品質抉擇的實驗中，在多數人傾向選擇高價高品質產品的

群體中，獨特需求高的人則會故意選擇低價低品質之產品，而在混合的群體中，

這些人便不會刻意選擇，反而是選擇高價高品質之產品稍佔多數。由此可見，獨

特性需求高的人轉換快速且傾向與眾不同，而且會為了與別人不同，容易改變其



選擇的依據，因此，常常為創新者。 

Kim and Drolet (2002)以內在規則轉變（inherent rule variability）為中介變

數，其研究發現以下三點： 

在個人主義文化（例如：美國）下的個體，其會崇尚獨特性以作為個人原則

轉變的依據；而在崇尚集群主義的國家（例如：韓國）則否。 

除了文化外，個人選擇轉換也會受標榜獨特性及個人主義的廣告影響，而較

不會受標榜關係和諧之廣告影響。 

在受訪者做決定前，請他列出全部可能的選擇，其較不容易有內在規則轉變

之需求。 

本研究支持了消費者獨特性需求會影響其內在規則轉變，而去改變他們的抉

擇。 

四、小結 

過去國外對於獨特性需求的研究有許多發現，而獨特性需求高的人有許多特

質，像是個人主義較高，不服從性、創新性也較高，會願意花較多時間及較多錢

去尋找跟別人不一樣的物品來表達自己的人格特質，並且容易轉換品牌，而其用

以表達及轉換之物品多為單價較低的外顯性商品，像是服飾、家飾品、及休閒活

動用品之類。而本研究將以台灣的消費者做樣本探討在台灣這個受西方國家影響

甚深的中國人世界，消費者的獨特性需求高低及其心理因素和所表現的行為。 

第二節、個人主義 

既然上述文獻指出個人主義跟獨特性需求相關，這邊將探討過去研究中個人

主義對消費表現之影響，此外，個人主義亦與文化有關，過去研究中有關中國文

化下的個人主義也將一並探討。 



1980年Hofsted的研究中顯示出台灣是一個偏向集體主義文化的國家，但是

近年來受西方文化影響，個人意識提高，現今台灣消費者個人和集體主義傾向有

較平衡的分布，且個人主義有逐漸高漲的趨勢。 

一、個人主義之定義 

「個人主義」意指一種重視自己甚於團體，表現自我，以個人為中心的觀念。 

Hofstede（1980）定義個人主義唯一種情緒上的獨立，獨立於團體、組織、

或其他集群之外，並以集群社會中的現象做對比，在集群社會中，人們從小受到

家族體系的保護並對其逐漸產生忠誠感，個人的認同大多來自於社會系統而非個

人屬性，在個人隱私權方面則因與團體之間的高度互動而相對減少。 

Waterman（1984）以四個心理性質來描述個人主義：（1）個人認同感，知

道自己是誰且清楚自己的目標、價值觀與信念；（2）自我實現，即指為發揮內在

潛能、呈現真實自我所做的努力；（3）內在控制程度，反應出個人承受生活中快

樂悲傷等責任的意願；（4）有原則的道德思考，個人主義者所信奉的道德原則，

是根據事實且適用於所有情況的。 

二、 個人主義的特色 

個人主義者的自我中包含較多私人要素，從價值觀來看，個人主義者重視自

我價值；從責任方面，個人主義為自己負責；從成就方面來看，個人主義者強調

自己的努力；從經濟方面來看，個人主義者重視私有財產權；由此可見其消費多

為了自我，表現自我的成分高。 

許多學者試圖找出不同構面來釐清，Schwartz（1990）利用自我導向

（ self-direction）、刺激（ stimulation）、享樂主義（Hedonism）和成就

（Achievement）來描述個人主義。Ho and Chiu（1994）則結合過去學者研究

結果，用價值觀、責任、成就、與經濟等構面來說明個人主義的特色。 



三、中國人眼中的個人主義 

在中國社會中，個人主義原被界定為「個人第一主義」或「無紀律的自由主

義」（金耀基，1985）。在早期台灣社會，任卓宣（1958）也曾著＜個人主義底

分析＞一書，企圖從三民主義的立場來批判「個人主義」，他眼中的個人主義是

自私、自利、自我、自大的同義詞。 

然而中國歷史上也出現過極富西方個人主義色彩的思想家，明朝李卓吾就是

典型的代表（劉季倫，1989）。李卓吾指出「義」與「利」的本身正是一種「功」

與「利」。他認為「天理」與「人欲」、「道義」與「功利」並非絕對衝突的對立

項，有彼此揉合的可能，此外，李卓吾也強調展現人類的自然本性，人人可以依

照自己的本性，各盡所能，各因其材，來發展自己，完成自己。 

五四時代，主張西化以推動中國現代化的知識分子，也曾經鼓吹過個人主

義，企圖藉由人的解放，掙脫傳統歷史枷鎖，步入自由、平等、民主的現代化社

會（顧昕，1992）。台灣致力於中國現代化潮流之學者，也曾宣揚個人主義中承

認個人尊嚴，自由選擇的重要性。研究現代化的學者，也指出個人取向中強調個

人比社會更重要，重視個人的尊嚴，終於自己的感受，擔負自己的責任，追求自

我實現等原則，是現代化的基本取項之一（文崇一，1972；李本華，1973；楊

國樞，1985）。 

四、台灣的傳統性格與西化後的新世代 

在現代社會中，因生活步調加快、人與人之間的越來越疏離，碰面的時間與

次數減短，要判斷他人的地位與特性，往往以第一印象的外在線索為主，因此個

人身上的配備與物品也必須做到面子功夫，來炫耀自己的身份，一個愛面子的

人，越容易在意自己的消費與物品是否符合自己的地位。 

台灣人之所以這麼好面子，是因為我們要去成就自己在別人眼中的形象，而



我們這麼在乎形象，主要是有強烈的從眾性格，以展現了集體主義的人群理念，

Nancy and Aaron（1998）認為西方炫耀性消費與東方炫耀性消費最大不同點是

西方個人為了擴展自我才購買具有地位象徵之物品，但是東方購買它的原因是順

從社會規範，因此台灣社會中的人民購買炫耀性物品時，是他們覺得順應別人或

者社會的壓力而購買之，這是台灣社會從眾的心態，怕自己落後在別人的後面，

因此導致在經濟豐裕後，大家一窩蜂購買具有社會象徵性之炫耀品。 

但是由於外來文化的影響，象徵資本主義的美國文化，以漸入侵台灣的文化

與價值中心，自滿清末年，西化就已經在中國人的歷史出現，就如江志宏(1990)

所述滿清末年以降、中華文化在西洋資本主義文明的衝激之下，固有的藩籬一步

一步的傾頹破散。從較早的洋務運動、至鄭觀應、張之洞等的『中體西用』主張，

乃至於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的全盤西化論，這一切莫不顯示了西洋文明優勢已漸成

氣候，『中』與『西』的區別成了『強』與『弱』的分野。此落差的形成，致使

中國在生活方式、信仰、價值等在某種程度上，都受西方優勢文化的主導。越接

近現代，受西方優勢文化影響越深的台灣，其固有的傳統價值流失的也越多。 

因此出生在這個富裕社會中的新世代，幾乎從小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接觸

到西方的物品、觀念、思想等，受到西方文化染色最深，西化程度也相當嚴重，

使得他們的特質與美國人相似，樂愛自由、不再像台灣過去人民那麼重視人群關

係，反倒是越來越自我取向，而不是他人取向，因此，個人主義的日漸高張，新

世代強調自我的傾向也日趨明顯。 

五、小結 

由上述文獻可見，個人主義源自西方，中國古代也有一些思想家標榜個人主

義，而崇尚集群主義的中國社會，特別是台灣，受西方國家影響甚深，年輕的一

代個人主義高張，認為消費外在商品可以用以炫耀及表達自我，而對個人獨特性

的注重也與日俱增，因此下面就探討新世代炫耀性消費中對獨特性的注重與表

現。 



第三節、炫耀性消費 

一、獨特性的訴求 

炫耀性消費者的其中一項特徵，便是對於獨特性（uniqueness）的追求永

無止境。因為炫耀性消費本身的意義便是企圖透過消費來達到凸顯自己與眾不同

的身分、地位。因此為了達到炫耀的目的，炫耀性消費者往往必須時時變換他們

的消費方式與購買商品的內容，以找尋與眾不同的出口。 

二、名牌服飾觀 

和獨特性有關的另一項炫耀性消費者的特徵，便是名牌服飾觀。然而，在諸

多商品的屬性中，品牌往往是最為明顯而且可供辨識的一個屬性，並且在許多人

眼中，所謂的名牌往往就具備了流行、高價位等諸多正向的象徵意義，同時許多

消費者也表示名牌就代表了一種獨特，因此炫耀性消費在商品品牌的要求上，往

往呈現出一種崇尚名牌的消費價值觀。至少，名牌消費所意含的是一種高消費能

表現。此外，就如同我們先前提過，服飾是一種最容易表達炫耀的物品之一。就

如同魏正元（1997）曾指出，名牌服飾可以是一種社會身份地位的代表，外顯

性又高，是上流社會最重要的象徵。因此在許多進口的名牌服飾中，有些品牌的

標誌（logo）會特意在衣服上展現出來，讓人家容易去辨認。 

三、小結 

台灣是個高度消費的社會，世界各大廠牌紛紛進駐，而進口名牌款式較稀

有，價格也較高，然而炫耀性消費注重獨特性，覺得穿名牌也代表了一種獨特的

地位，甚至會不惜花大錢去購買名牌服飾以驗明正身，表達自己的風格與獨特

性，因此，本研究欲得知台灣的消費者若具有高獨特性需求是否也具有高消費



力，將產品附上稀有的定義是否也能真的是物以稀為貴，被賦予較高的價值。 

第四節、物質主義 

    炫耀性消費源自物質主義，以物質消費作為一種身分地位表彰之方法，

而凡以物滿足心理需求、表現自我、依賴物為生活象徵的消費方式，皆與物質主

義息息相關；獨特性需求亦有部分衍生自Belk之物質主義，以下就對物質主義做

探討。 

一、物質主義之定義： 

牛津字典：「熱衷於物質的需要和期望，而忽視精神上的事物，為一種基於

物質興趣的生活方式、意見和傾向」 

物質主義可視為一組對私有物及對事物的選擇、指引的相對特質、態度與價

值（Belk1984）。物質主義也可視作負面的特性，常與佔有慾、忌妒、小氣等人

格特質。Moschis and Churchill（1978）以及Richins and Dawson（1992）均

認為物質主義者較重視私有物及金錢，並傾向於將之視為個人追求幸福之道及衡

量他人成功與否的方法。 

Rassuli and Hollander（1986）將物質主義視為一種心靈機制，其興趣在於

獲得與花費的。Scott and Lundstrom（1990）主張人們藉由物質主義及對金錢

的態度會驅使個人對擁有物的滿足感。Mujerji（1983）、Polanyi（1944）、Sahlins

（1976）則指物質主義為一種只對物質非常有興趣的文化系統，而對其他社會

目標則不感興趣；其對物質的自我興趣是非常顯著的。Rokeach（1973）將物

質主義定義成一種價值與物質主義者視財物和其獲得為達到期望的結果，對物質

主義者而言，財務及其獲得是他們個人的首要目標，為其生活的一種方式；並且

為他們評價財物和其獲得高於其他事物和生活的活動，物質就是他們的價值。 



二、過去研究發現： 

Richins and Dawson（1992）整理過去研究提出，有關個人心理層面的三

個物質主義構面： 

（1）以獲取為中心 

物質主義者常會視財物和他們的獲得為生活重心，Daun（1983）描述物質

主義有如一種生活形態，物質主義者會給自己一個追求物質的意義及提供一個作

為日常生活努力的目標；物質主義者崇拜需要的東西，且會以財物的追求來代替

宗教心靈，並以之建構他們生活與調整他們的行為。Csilszentmihalyi and 

Rochbery-Halton（1978）指出物質主義者當他們認為消費某種物質有理由，他

們會狂熱的發揮潛力去得到它。 

（2）以獲取為快樂的泉源 

財物的獲取是物質主義者的中心，理由是他們認為這些財物可以帶給他們生

活的滿足和美好。Ward and Wackman（1971）亦認為物質主義為一種強調財

物和金錢，為一個人的快樂和社會進步的導向。 

（3）以財物代表成功 

物質主義者傾向以財物累積的數量和品質來判斷他本身或他人的成功。

Rassuli and Hollander（1986）描述消費者社會成員，都是以他們在生活形態上

的消費來評估他人或自己。Du Bois（1955）提及物質主義者視物質福利為成功

的象徵。 

其他研究發現： 

Richins（1994）研究發現，發現高物質主義者較低物質主義者傾向於購買

自己所想要的東西，較不會選擇捐贈給親友或慈善機構，或去旅行。高物質主義

傾向者較不快樂，因其人生觀與他人有別，因其存在價值與滿足僅藉物質的擁有



而來；此外，高物質主義傾向者對藝術項目的偏好上並無明顯差異，但對與外表

相關的所有物意義上有很大的差別，表示高物質主義傾向者較注重外在特質。 

年輕人傾向高物質主義，老年人傾向低物質主義（Belk, 1997），Esterlin and 

Crimmins（1991）對美國青少年價值觀作調查（1986-1987），發現青少年在物

質主義上有很大的改變，更加重視物質，雖對家庭生活目標的重視有所成長，但

更不關心公共事務，也更不重視自我充實。 

三、小結 

綜合以上文獻，發現物質主義的高低會影響消費行為的差異（Richins and 

Dawson, 1992；McKeage et al., 1993），並在消費價值上的追求也有差異，且

高物質主義者對私有物的佔有與滿足感強烈，將其物品視為人生中心目標，相信

這些物品會為其帶來最大的滿足與不滿足，注重外在特質，喜歡保有事物，過去

研究發現較有收藏的偏好，且收藏為消費者帶來滿足，往往使其欲罷不能的必須

繼續擁有；就收藏來說，常常也是表現自我獨特性的一種方式。 

第五節、流行 

由於前述文獻指出獨特性需求高的消費者具有開發新事物，創新購買與使用

產品的傾向，而被模仿過多或過於流行之商品便不在使用，因此欲探討流行與消

費者獨特性需求之關聯性，欲得知獨特性需求高的消費者是否為流行創新者，而

他們又是如何看待流行。在這邊先探討流行的定義與特性跟流行創新者的角色扮

演。 

一、流行週期 

行銷領域中，常可見到產品生命週期的觀念，產品生命週期是以市場銷售數

量及銷售時間來做分析，而用微觀的角度看流行時，流行也是一項項的商品，當



然就擁有流行生命週期(fashion cycle)的特色，也因為每個流行都會經歷各自成

長衰老的過程，流行才會因此變遷，充滿新奇。Solomon(1996)認為一般的流行

生命週期大致可分為導入期、接受期及衰退期三大階段。 

「導入期」是指流行商品剛剛被引介到市場時，此時大部分的消費者對此商

品並不熟悉，但隨著時間的增加，它在市場上的受歡迎程度與接受度也會慢慢上

揚，此階段只有少數的流行創新者及意見領袖會採用此流行商品。隨之而來的即

是進入「接受期」，在此階段，大部分的消費者對此項流行商品均以知曉及熟悉，

在市場上也可以看到此商品的風行，市場慢慢達到一個飽和的階段。而隨著流行

時間一久，消費者也開始感覺此項流行商品不再新鮮，加上新流行商品的推出，

消費者有了新的替代選擇，此項流行商品就會慢慢的退出市場，此時便是流行的

「衰退期」。其實這三個階段的時間並沒有清楚的劃分，因為依照流行商品的不

同，流行生命週期也會呈現出不同的型態。 

二、時尚(Fashion) 

也就是所謂一般型態的流行，經由漸進的速度從導入期、接受期到衰退期，

擁有完整的流行生命週期。在流行市場上通常有較長的接受期，並不會忽然的出

現或消失，而且具有循環性，大部分的流行均屬於此類。例如每個季節都有不同

的流行色彩，先是少數人、少數商品開始採用，慢慢的就可以看到許多人、許多

商品均運用了這些流行色彩，一直等到下一季新的流行色彩被鼓吹時，它才會慢

慢消褪，但並不會就此消失，很有可能在幾年後又捲土重來，再次造成新的流行。 

三、流行特性與獨特性需求 

（1）強勢性 

流行事物常受到大眾的喜歡與瘋狂的追逐，而這種一致追隨傾向所匯集成的

力量就形成了強勢性(徐達光，2000)。符號互動論者Blumer(1969)對於流行提出



了「集體選擇理論」，他認為消費者就像在市場投票般，會從眾多的可能選擇中

找出各種能夠符合當代思潮或精神的流行風格，而這樣的集體行為會對流行做出

決定性的影響，雖然因為消費者的集體選擇，才能賦予一項流行新生命，但當此

項流行開始成長茁壯後，在它的強勢性下，人們卻很難不受波動影響。然而，有

關獨特性需求的文獻卻指出獨特性需求強的人自我意識較強，較不會隨波逐流，

受群眾影響，反而會有避免相似性的傾向，以免和大眾相同。 

（2）變遷性 

針對流行的變遷，許多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Veblen(1899)將流行變遷視為

各種階級互相鬥爭，以便求取優越性的結果，他認為，社會名流為了保持他們在

社會中的地位，所以藉由採用各種新的服裝款式來達到這個目的。此理論把人們

心中那種對於權力與表現慾望的社會心理驅力視為促成流行變遷的主要動力；人

們可能會有崇尚懷舊與追求流行的矛盾衝突，而這樣的矛盾衝突很有可能會變成

一種動力，驅使個體去嘗試不同的外觀或風格，然後在這不確定的模糊外觀、風

格中去做協調，以便使它們被大眾接受或蔚為流行，只是這些潛在的矛盾感並無

法獲得完全的解決，所以，流行的歷程將可持續不斷地進行著(Kaiser，Nagasawa 

& Hutton，1989)。由此可見，時尚風潮的不斷轉變，也促使獨特性需求高的消

費者不斷的去創造新的自我，避免與人相同；亦或是這些獨特性需求高的消費者

本身即為創新者，他們會不斷開發新事物，以展現自我的獨特性，而被跟隨成為

風潮後又必須轉換。 

（3）符號性 

為了使流行商品更具有感受性與可辨別性，行銷者常把流行觀念依附在實體

上以作為此商品的內涵，而兩者的結合，使流行充滿著符號特性(徐達光，2000)。

符號在流行理論中，被廣泛的探討著，因為它正是流行的靈魂所在。Barthes(1983)

認為流行本身就是由一套符號系統所組成的，以服飾而言，如果沒有豐富的文字

符碼、修飾等語言系統來描述評論意涵，服飾只不過是遮羞避寒的物體；而

Baudrillard(1988)在所提出的「模擬理論」(simulation)中認為，流行風潮的形成，

是因由符號順應當時的社會脈絡與消費需求，模擬出具有代表性的「擬像」



(simulacrum)來傳達而成的，在流行的風潮下，被消耗的除了流行商品本身外，

更是源源不絕被商人所附加的意義及象徵性。流行是由許多風格並存組成的，每

一種風格則由不同的符號串聯起來，而人們就運用這些象徵符號來裝扮自己、表

達自我。也因此，獨特性需求高的消費者對與眾不同的需求更高，更需要藉不同

的符號來突顯自我，也許會更注重這方面的自我表達，找尋流行事物不同的意函。 

（4）雙元性 

流行是在特定時間、特定群體內被接受歡迎的一種集體風格，而大眾跟隨流

行的一大原因，即是希望自己可以融入社會潮流中，成為被群體認同接受的一份

子，所以當個體在面對流行情境時，集體順從是必要的抉擇。「集體順從」可以

定義成為了符合現實或想像中的團體壓力，而產生的個體行為或態度的變化

(Kiesler & Kiesler，1970)，個體可以藉由順從展現對他人的認同，使自己減少

焦慮並從中獲得安全感和社會的接納，根據Gurel & Wilbur(1972)的研究結果顯

示，順從他人外觀的主要動機通常是希望能被他人所接納。或許在流行集體順從

的面向中，可以帶給個體一種融入團體的安全感，但也可能在集體的相同中覺得

單調乏味而窒礙難行。 

前面文獻中Snyder &Formkin(1980)指出，在許多情況下，個體可能需要讓

自己看起來和別人不一樣，當他覺得自己和他人太像時，就會產生一種威脅到獨

特性的感覺，因此在流行情境中，如果個體所知覺到的相似性十分明顯時，某些

負面的情緒便會隨之產生，此時個體就會試圖去重新建立自己和他人間的差異，

流行中的個人風格於焉產生；社會學Simmel(1904)也指出，個體在流行中的認

同與區辨，正是促成流行變遷的兩大動力。由此可見，獨特性需求讓個人與流行

在兩端拉扯著，抓住獨特性需求高的這群消費者或許就可以一觀流行趨勢之轉

變。 

四、流行創新者 

流行創新者(fashion innovators)是指最早向其他消費者傳遞新款式或新型



態流行的溝通者。流行創新者不一定會發揮影響力促使其他人對新流行產生正面

的回應，但是他們至少創造出某些新的觀念，提供了某些新流行的視覺上展示與

新款式最早的曝光機會。 

根據研究調查，流行創新者很平均地出現在各種社經地位階層

(Kim&Schrank，1982)，而從社會心理特質看來，流行創新者比其他人更傾向於

內在導向(Painter & Pinegar，1971)，同時也具有較高的社會安全感，較不會在

乎他人的眼光，所以他們並不像其他人一樣，迫切地需要融入群體中，他們勇於

創新，雖然所採用的新款式，有可能永遠都不會造成流行，但他們還是會持續地

採行某些最新潮的事物，以便創造出自己的個人風格，並且將自己和其他流行追

隨者區辨開來，而這跟獨特性需求高的人的頃向相似，獨特性需求在創意選擇跟

不服從性部分，為了不跟別人雷同，常常必須去開發新事物，比大眾先使用某些

裝扮或品牌，而後來也可能造成流行。 

五、小結 

由上述可見，流行消費與獨特性需求有著微妙的關係，獨特性需求高的消費

者一方面避免跟大眾一樣，又一方便可能創造新的流行，因此若能吸引這群消費

者，掌握其動向，或許可以對流行趨勢一虧一二，以創造未來商機。 

第六節、品牌與品牌忠誠 

流行與炫耀性消費都與品牌，甚至是所謂的名牌有相關，商品冠上了品牌就

提高了其價值，有些時候有代表了一種獨特，因此，獨特性需求高的消費者對品

牌的看法如何，忠誠度高低如何在這邊也會做一個探討。以下將以Aaker的品牌

資產概念為基礎，做文獻的探討。 



一、品牌 

根據美國行銷學會對品牌的定義（1960）:「品牌乃是一個名稱（name）、

名詞（term）、標誌（sign）、符號（symbol）、設計（design）或它們的合併使

用；其目的是為了區分銷售者或一群銷售者的產品或勞務，不至於與競爭者之產

品或勞務發生混淆」（Kolter & Ang, 1996）。 

Aaker (1992) 提出的品牌權益模型則包含品牌忠誠度、知覺品質、品牌聯

想、品牌知名度、其他專屬品牌權益五大構面，易於探討個別構面的來源及價值，

且據以分析構面之間的相互關聯。其中品牌忠誠度的價值包括可協助減少行銷成

本、交易槓桿(trade leverage)、有時間回應競爭的反應、吸引新顧客、創造品牌

知名度、維持舊有購買決策者並提供更多安全感與保證。 

品牌資產各類別所提供的價值如下： 



 

 
 
 
 
 
 
 
 
 
 
 
 
 
 
 
 
 
 
 
 
 
 
 
 
 
 
 
 
 
 

藉由增加廠商者下列因素來

提供給廠商價值： 
 
行銷方案的效率或效能 
品牌忠誠度 
價格與利潤 
品牌延伸 
交易槓桿 

藉由增加消費者的下列因素

來提供消費者價值： 
 
資訊的解釋或處理 
購買決策時的信心 
使用的滿意度 

創造競爭優勢 

幫助重新取回或處理資訊 
差異化或是定位 
提供購買的原因 
創造正面的價值或感覺 
可進行延伸

提供購買的原因 
用以差異化或是定位 
價格的基礎 

引起通路成員的興趣 

可進行延伸 

品牌聯想的基準點 
熟悉的感覺 

實體或承諾的訊號 

可列為被考慮的品牌 

降低行銷成本 

交易槓桿(trade leverage) 
吸引新顧客 

創造知名度 

再保證  

有時間回應競爭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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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Aaker, David A (1991). “Managing Brand Equity,” The Free Press. 

 

 



消費者對於對於特定品牌的信心高於其他競爭者品牌，創造出該品牌之品牌

權益，此對於特定品牌的信心，將轉換成對品牌的忠誠，以及對於此品牌願意支

付較高價格的意願。由此可知，品牌忠誠度為品牌權益的來源(Keller, 1998)。 

消費者的品牌忠誠度使得企業能夠降低行銷成本，因為維持既有消費者所花

費的成本將較低於爭取一個新消費者。另外一方面，品牌忠誠度隱含著企業與通

路的關係增強的意義，相對的能夠降低競爭者的攻擊。品牌忠誠度亦是企業獲取

利潤的來源，因此品牌忠誠度被視為是管理品牌權益的有效方法之一。

(Aaker,1991)。 

對企業而言，品牌價值的產生往往來自於購買決策者對這個品牌的忠誠度

（Aaker, 1995）；且通常一個企業的主要收益也都是來自於品牌忠誠的顧客

（Baldinger & Rubinson, 1996），因此，企業不應該將顧客視為平等，應該更努

力抓住忠誠的顧客，或創造更多使顧客忠誠的價值。 

在學術研究的品牌相關領域，除了對品牌本質上的研究外，品牌中購買決策

者的忠誠購買行為及忠誠購買心裡也一直是學者注重的焦點（Baldinger & 

Rubinson, 1996；Cunningham, 1956；Day, 1969；Farley, 1964；Jocoby, 1971；

Kasper, 1988）；而在消費者行為的領域裡，所關切的是購買決策者購買商品的

心裡歷程及最後的表現行為，其心理歷程則為本研究關切的重點，因現代人隨著

經濟富裕，消費觀不斷轉變，決策的心理歷程也日益傾向個人自我表現需求，此

乃本研究所關切的核心重點所在。 

二、品牌忠誠度理論 

品牌忠誠度之類行涵蓋兩種概念，慣性（inertia），亦即消費者會盡量簡化

購物的程序，以降低知覺風險及品牌選擇成本，於是把消費行為訴之於慣性；另

一項是心理的承諾（psychological commitment），當消費者對產品的涉入程度

高時，心理的承諾變越顯重要。 

若是品牌眾多，品牌間又具差異時，將會經歷複雜的購買行為，消費者須經



過認知學習的歷程，產生對產品的信念，因而建立對產品的態度；除此之外，在

品牌眾多，產品研發技術進步，許多產品在實質功能上無太大差異的情況下，產

品外觀設計的差異及行銷策略的結果將能導致品牌忠誠。 

品牌忠誠度的理論內涵說法眾多，包括： 

歸因理論（Attribution Theory）：消費者對於事件形成原因之解釋稱為歸因，

歸因是由態度改變而來，而購買行為是態度和行動意願的結果，品牌忠誠乃是消

費者在解釋其行為過程中逐漸形成。 

態度模式（Attitude models）：Fishbein & Ajzen（1975）認為態度是一種學

習而致的傾向，對某一特定目的或關念，以一致有利的方式去認知或行動。

Robertson 認為品牌態度是消費者對某一品牌之各項產品屬性的綜合評價，依據

Fishbein Model又稱「多屬性模式」，為品牌態度衡量最具代表性之模式。 

決策過程模式：品牌態度，乃消費者在決策過程的方案評估階段中形成，而

品牌忠誠，則是整個決策過程最後選擇結果的一種表現。綜觀消費行為模式如：

Nicosia 社 會 模 式 （ 1966 ）、 Howard-Sheth 模 式 （ 1962 ） 及 有 名 的

Engel-Kollat-Blackwell（EKB）模式（1982），這些模式整合了消費者做決策時

的各種概念。 

三、影響品牌忠誠度的因素 

品牌忠誠度會隨消費者及產品的不同而有差異存在，Engek, Kollat, & 

Blackwell（1968）曾綜合歸納出幾項影響消費者品牌忠誠度的因素，如消費者

特性、採購型態、市場結構等變數。Woodside & Clolcey（1975）也曾建立品

牌忠誠度的一般模式，其中影響消費者品牌忠誠度的因素有產品特性變數、環境

變數、社會經濟及人口統計變數、採購行為變數、行銷策略變數以及市場結構變

數等；綜合以往研究結果，影響品牌忠誠度的因素主要可以分為： 

（1）消費者特性 



在消費者導向的行銷趨勢下，消費者特性語品牌忠誠度之間的關係一直都是

行銷學者熱衷的主題。過去研究包括個性、收入、性別、婚姻、事業、教育程度、

人格特質及參考團體等對品牌忠誠度的影響，其結果眾說紛紜，與所選擇之研究

品類亦有關聯，例如：以衛生紙做研究，美國廣告研究基金會發現個性、社會經

濟變數及人格特質與品牌忠誠度無關；而學者王麗珍在一項消費品的研究中發

現，家庭平均所得、家庭人數及婦女職業與品牌忠誠度有關聯；學者王麗珍、黃

存建皆發現生活型態會影響品牌忠誠度；何廣則發現參考團體會影響品牌忠誠

度。而本研究欲研究之獨特性需求則屬於人格特質及生活型態的一部份，根據前

人之研究結果，所選擇之研究品類對品牌忠誠之影響因素會有差異，因此欲先找

出此因素對何種品類影響較大。 

（2）採購型態特性 

採購型態特性與品牌忠誠度的關係，研究結果並不一致，根據綜合國外學者

有關研究發現：常逛街購物的人，所光顧商店較多，其品牌忠誠度也較低；前次

購物的滿意程度會影響下次再購；商店忠誠度與品牌忠誠度有關；購買量及購買

時間間距與品牌忠誠度關係不定。此外，Coulson卻發現購買頻率與品牌忠誠度

之間並無關聯；而學者李時雨發現購買時間間隔與品牌忠誠度有關聯。而有關獨

特性需求，過去研究指出獨特性需求高者會常逛街甚至到較偏遠之購物中心購

物，以發現較新或較獨特之產品，因此，其與品牌忠誠度之關聯或許會呈負相關。 

（3）產品特性 

包括產品知覺風險及產品專業信心和屬性評估等；學者黃木泉研究結果指出

消費者對產品知覺風險愈高，品牌忠誠度亦較高；而產品屬性評估與品牌忠誠度

的關係不定；學者王麗珍發現產品專業信心和產品屬性評估與品牌忠誠度有關

聯。本研究欲探討獨特性需求在不同產品屬性與品牌忠誠度之關聯。因此，後面

將對品牌屬性做更深入的探討。 

（4）市場結構 

市場結構特性包括消費者選擇的品牌數、價格的變動、推廣活動等、綜合國



外學者研究發現如下：消費者可選擇的品牌數越多，品牌忠誠度會相對降低；品

牌配銷分布廣，而市場佔有率集中領導品牌時，消費者品牌忠誠度高；真實的品

牌忠誠者較不易受價格及促銷活動影響。Simms &Narine（1994）則在一項對

於食品雜貨店的觀察研究中，發現價格變動會影像品牌忠誠度；可見產品的品類

及本身的價格高低會影響品牌忠誠之因素。 

四、小結 

由上述可知品牌權益中品牌忠誠之形成過程及影響因素，經由一連串決策過

程及態度形成方建立之品牌忠誠，其受消費者特性、採購型態特性、產品特性及

市場特性等影響，因此，本文將探討如何可以吸引獨特性需求高之消費者達到品

牌忠誠，其產品策略與行銷策略都將是重點所在。 



第七節、產品與消費 

一、產品屬性 

產品屬性是指產品具有的特質，每一種產品實際上由一種屬性組成，

Fishbein（1967）之消費者選擇之期望值模式（expectancy value model），說

明了產品屬性與消費者對產品品牌態度之關係，他認為消費者對產品品牌態度是

消費者對此品牌屬性信念乘以個別屬性重要權數之總和。由此可知，產品之屬性

是消費者獲得效用價值之主要來源。 

Geistfield & Badenhop（1979）產品屬性之抽象度三個水準： 

1. 包括多構面的，較難去衡量，主觀的屬性 

2. 多構面的，但較不抽象，較易衡量的客觀屬性 

3. 具像的，單一構面，可直接衡量的客觀屬性 

Hirshman（1980）指出屬性有三種構成觀點：實質性、知悉性、評估性；

其中實質性主要源於刺激本身，可直接由感官獲取，是產品的客觀特質；非實質

性則起於個人對刺激的認知反應，存在於個人心中，本質上是主觀的，起源於觀

察事物的個人或個人社會化的過程。 

二、產品價值 

Rokeach（1973）提出產品分為工具價值及最終價值： 

工具價值：指使用時具體的價值，Value of “Doing” 

最終價值：指抽象的心理價值，Value of “Being” 

從消費者端出發，綜合產品屬性及產品價值可將產品分為： 



（1）基本功能屬性（basic function attribute） 

又稱為硬屬性（hard attribute）或主要屬性（primary attribute）；是用來滿

足消費者基本層次需求的屬性，亦即用於解決生理需求或生活問題的基本功能。 

（2）便利功能屬性（convenience function attribute） 

又稱第二屬性（secondary attribute），只讓消費者再產品使用時感覺方便，

或能同時解決消費者兩種以上生活問題的功能。 

（3）心理滿足屬性（psychological satisfaction attribute） 

又稱為額外價值屬性（extra value attribute）、軟屬性（soft attribute）、社

經地位表徵屬性（symbol attribute）或炫耀屬性（show-off attribute）等，指產

品的某些特徵（尤其指價格、外型）可使消費者用來襯托或炫耀其所代表的身分

地位及人格特質。此部份乃個人獨特性需求所在，產品的心理滿足屬性或許可滿

足個人獨特性需求。 

Hirschman & Holbrook（1980）將產品種類基於功能屬性（functional）或象徵

屬性（symbolic）劃分為： 

（1）功能性商品（functional goods） 

屬實用主義（utilitarian），消費者主要使用它們去滿足實質需求或幫助他們

完成實質工作。 

（2）象徵性商品（symbolic goods） 

人們用以滿足內在需要或向外發出自身的訊息，包括個性、富裕程度、會員

資格、所參加的活動等。獨特性需求所表現之產品品類或許多為象徵性商品 

星野克美（民77）將商品價值分為兩類 

商品的「物的價值」：指商品具有的品質、功能及性能的所塑造出的價值；



是帶給消費者有用性的價值。 

商品「符號的價值」：由商品的設計，顏色、品牌、廣告以及企業形象所塑

造出來的價值。這些形成了商品不同的意像，成為消費者感性選擇的依據。而消

費者的獨特性需求也在此部份表現出來，因此，外觀過設計的產品也許可因其獨

特性及與消費者自我連結的象徵得到消費者的認同及好感，造成其對品牌的喜好

與忠誠。 

三、自我表達消費動機 

研究消費者的自我與商品間的關係近來已漸漸受到重視，學者Belk指出，個

體所擁有的物品都該被視為個體的一部份，商品無疑的應被視為消費者自我的延

展（Belk, 1989）。Solomon（1983）常應用商品的符碼去定義社會真實，並依

賴商品上蘊含的意義去營造自我形象，並擴展到社會角色的表現上。消費者不該

被看成機械氏的購買者，而是善於運用商品來表達自我的個體，因此，消費者研

究應擴展消費者自我與商品間關係層面之研究（Solomon, 1990）。 

自我表達動機乃「促使消費者運用商品及品牌的符碼意涵去表達其社會角

色，以及消費者的自我形象。」這也屬於符碼氏的消費行為（symbolic 

consumption），符碼氏的消費行為所注重的是自我表達或團體順服的社會表達

動機，對消費者而言，此部份比注重產品的功能或實用利益的經濟性消費動機來

的重要（Dobni & Zinkhan, 1990），特別是當消費者在購買注重設計或外顯性的

商品時（Haynes & Helms, 1991），如服飾。此部份也是獨特性需求所表現的部

分，過去國外有研究指出獨特性需求多表現在服飾及家飾品上。 

個人將其對物品意義的判斷會反映其個人價值，而其珍愛的物品也將反應出

其價值觀（Prentice, 1987）。而這些價值的衡量可能可以成為市場區隔的工具，

因此，對物品獨特性需求的測量也可對行銷有所貢獻。 

Richins（1994）將其意涵分為兩類：公共的及私人的 



公共的：物品的意義是與社會分享的，許多消費品是如此（Hirschman, 1980；

Munson & Spivey, 1981），擁有這些物品是與社會溝通系統的一部份，也用於表

達某種層面的自我，在消費時，消費者注重的是其公共意涵及其與自我相連結的

部分（Sirgy, 1982）。 

私人的：表物品的意義是由特定的個人所掌握（Richins, 1994），包括個人經驗

與物品的連結，通常是經由重複性購買培養出來的個人與物品互動，且物品擁有

者傾向培養與他們個人價值觀一致的物品意涵（ Csikszentmihalyi & 

Rochberg-Halton, 1981），因為培養的過程，消費者重要物品之意涵會表達出他

們的個人價值及自我。



    後續Tepper & Mckenzie之研究將其延伸為個人物品量表，包含物品對個人

重要性的問題測量，分為： 

實用品                     運用於從事日常工作 
                           具有工具性用途 
                           提供自由或獨立 
享受                       提供享樂、娛樂、或休閒 
感覺愉悅                   增進心情 
                           提供舒適或情感上歸屬 
視覺享受                   外表是否美麗或吸引人 
認同 
  自我表達                 可以讓我表達自我 
                           可表達自我獨特性，與他人不同 
  表現成就                 提示我有關我的技能、成就或目標 
  自我歷史表徵             可回憶我的童年 
                           提醒我特殊的地點或事件 
                           個人歷史的紀錄 
人際間 
  外表相關                 增進我的外貌 
  表現人際間的連結         提醒我與特殊個人的關係 
                           提醒我我的家人或我所屬的團體 
                           表徵我的家庭傳統或歷史 
  與人連結容易             讓我能夠與他人一起分享或從事活動 
  地位                     給我自信，讓我覺得高人一等 
                           讓我覺得屬於較獨特的族群 
財物方面                   金錢上的價值 
個人投資                   需要花許多精力去獲得或維持 
精神上的                   提供精神上的連結去聖別出來 

 
資料來源：”Valuing things: The public and private meanings of possessions,”by M.L.Richins, 

1994b,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1, p.519. 

 

由上述可見每個人用以表達自我或個人獨特性的物品或許各有不同，但多半

屬於可以表達，具符號意義或個人回憶的東西，因此也將在研究中訪問消費者其

最常用來表達個人獨特性之物品為何以供品牌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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