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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探討不同訊息訴求的零售商自有品牌廣告，對於不同價格意識的

消費者來說，是否會對自有品牌產生不同的產品態度、自有品牌態度及購買意

願，又當不同品類的自有品牌產品所具備的知覺風險程度不同時，消費者應接收

何種廣告訊息，才能加強其產品態度、自有品牌態度及購買意願。 

 

    因此本章將分成四個部份，第一節會詳述自有品牌的定義、特性、起源及發

展狀況，以及回顧過去國內外自有品牌相關文獻。第二節的部份，將先介紹零售

商所販售的各種品牌（全國性品牌、自有品牌、一般性品牌）之廣告效果，其次

說明廣告與產品品質之間的關係，最後針對零售商要採行自有品牌廣告時，應當

採用的訊息訴求進行討論。第三節則是介紹價格意識的定義，以及自有品牌的低

價對不同價格意識（高∕低）的消費者在認知自有品牌時，會產生怎樣的效果。

第四節會先介紹知覺風險的概念、構面、層次，其次說明當消費者遇到不同產品

品類知覺風險的自有品牌，接收不同訊息訴求的自有品牌廣告時，會對產品態

度、自有品牌態度及購買意願產生怎樣的影響。  

 

第一節 零售商之自有品牌 

一、自有品牌之定義 

    Ghosh（1990）曾指出零售業的產品品牌分三種：（1）製造商品牌（Manu- 

facture Brands）：也稱為全國性品牌（National Brand），指的是由製造商生產

與配送，並且廣為消費大眾所知的品牌，此種產品會使用全國性大量且持久的廣

告進行宣傳，因此往往能建立強勢且穩固的市場地位。例如：洗髮精產品中的多

芬、麗仕…。（2）自有品牌（House Brands or Private Brands）：專門在零售

商的通路中銷售，為零售商所開發之品牌，亦有人稱商店品牌（Store Brand）。

例如家樂福的家樂福商品、屈臣氏的屈臣氏商品。（3）一般性品牌（Generics）：

亦稱為無名品牌（No-name Brands），此種商品沒有商標，也不打廣告，較不講

究包裝，價格也比較便宜（邱譯賢，2000；鄭家真，2002）。而根據 Ghosh 對零

售業產品品牌的分類，本研究欲探討的主題為其中所提之自有品牌（Private 

Brand）。 

 

    經濟學人智庫（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對自有品牌的定義：

消費者產品是經由配銷商製造或是以配銷商的利益為主，並且以配銷商的名字或

商標為自有品牌命名，透過配銷商自身的通路銷售出去者（Retail Busi- 

ness,1968）。 

 

    自有品牌是由流通業者各自開發的商品，它由流通業者自行設計產品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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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路商根據此規格委請代工廠製造產品，經由各別的零售網銷售，而且自有品牌

商品為了能夠提供低廉的價格，往往鮮少使用廣告媒體宣傳，因此其知名度較低

（野口智雄，1996）。因為節省了上架費、廣告費等…，自有品牌商品具備價格

優勢，其價格約比市售同等級商品便宜二至四成（陳若齡，2006 年 3 月 11 日）。 

 

    前述為學者們對自有品牌的基本定義，針對自有品牌跟全國性品牌在商品層

面上的差異，Hoch（1996）對自有品牌商品提出三點定義：（1）自有品牌商品在

各種產品品類上都以同樣的商標名稱命名。（2）自有品牌商品是唯一零售商可以

完全決定行銷手法、存貨規劃等決策的商品。（3）自有品牌商品必定是遍佈在最

好的架位上而且不需支付上架費，另外，自有品牌商品可以將商品的價格折讓部

分 100%移轉至消費者身上。 

 

    綜合以上的文獻，可以發現零售商經營的自有品牌具備了以下幾個特性： 

（1） 由零售商自行開發，委託代工廠製造的產品。 

（2） 多半以零售商的名稱或商標命名。 

（3） 零售商對產品的設計規劃、行銷方法具有主控權，並且產品是經由自

身的通路販售。 

在本研究中對自有品牌的定義為「零售商自行開發的產品，其產品名稱是使

用通路本身（或自創）的商標或品牌名稱，產品委託製造商代工，再經由本身的

通路來販售」。 

 

二、自有品牌的起源與發展狀況 

此部份會先介紹自有品牌在歐美與台灣的起源與發展狀況。根據邱譯賢

（2000）對台灣經營自有品牌之零售商進行的分類，將經營自有品牌的零售商分

成六大類：包括便利商店、藥妝店（個人護理商店）、量販店、超級市場、玩具

量販店、童裝專賣店，其中又以前四類的零售商經營的分店數較多。根據 2006

年 ACNielsen 的「消費者購物行為調查」報告：台灣、泰國及馬來西亞的消費者

在購買食品與民生用品時，最主要的消費管道是量販店。對於這三個地方的消費

者而言，以量販店為主要購買管道的消費者約有五成以上，大多數的家庭會固定

一個月去量販店消費 2至 3次（AC Nielsen News，2006.10.11）。由此可見量販

店在台灣消費環境中的重要性，因此本研究將聚焦於量販店業態的自有品牌經

營，在本小節的最後一部份，將針對台灣量販店自有品牌的發展情況做詳盡的介

紹。 

 

(一) 歐美自有品牌的起源與發展 

    自有品牌的前身為「無名產品」（unbranded 或 no-names），也就是 Ghosh

曾指出零售業的產品品牌中的一般性品牌（Generics）。早在 1950 年代，歐美先

進各國就有許多商店曾成功的將「無名產品」引進他們的貨架。但隨著電視及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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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廣告的普及，電視廣告的出現使得全國性品牌普遍被消費者接受，而成為購買

時的第一首選，因此「無名產品」的熱度逐漸衰退。 

 

到了 1970 年代，由於全球性的不景氣，歐美零售商又開始供應「無名產品」

（羅易，1997）。其包裝力求簡單，多以白色為底或加上單色印刷，上面只有產

品的一般描述或說明，而沒有明顯的品牌名稱。在價格方面，也比其他品牌的產

品便宜許多，同時帶給消費者低品質的印象（邱譯賢，1999）。追溯該類產品在

各國出現的時間，法國始於 1976 年（Horizons,1979），美國與英國始於 1977 年

（Coyle,1978），而英國又因為其政府法令允許製造商有權決定市場上的產品價

格，更加促使英國零售商自有品牌的快速發展（McMaster,1987）。1977 年歐洲

各國（如比利時、荷蘭、西德、瑞典、愛爾蘭等等…）亦開始引進這類產品。1978

年加拿大、澳洲也開始銷售該類產品（邱譯賢，1999:24）。 

 

    1980 年代經濟復甦，自有品牌的零售業者開始改善產品品質並進行產品多

樣化的工作。為了迎合消費者的需求，一些零售業者開始銷售在品質與價格上均

優於全國性品牌的自有品牌產品。在零售商連鎖化、大型化之後，自有品牌在歐

美甚至能與全國性品牌相抗衡。1990 年代至今，在歐美的零售通路貨架上都可

以買到全國性品牌和自有品牌的產品，許多品項已有自有品牌其銷售業績優於全

國性品牌的情形出現（羅易，1997）。 

 

    歐美國家自有品牌的發展距今已有 50 多年的時間，各國製造技術水準較為

成熟，所以消費者對其生產的自有品牌也較有信心，因此零售商自有品牌在歐美

各國的市場佔有率都有不錯的成績，瑞士的零售商自有品牌佔國內品牌市場比重

45％、德國佔 30％、英國佔 28％、西班牙佔 26％、比利時佔 25％。（2005 年

ACNielsen 自有品牌關鍵報告；轉引自方雅青，2005） 

 

    整體而言，歐美各國自有品牌發展較好的原因，大致上可歸納為下列幾點：              

（1）大型零售業（集團）整體的市場佔有率較高。 

（2）零售商自有品牌產品的歷史較久。 

（3）零售業較成熟，企劃力強。 

(4) 消費者對自有品牌較有信心。 

 

(二) 台灣自有品牌的起源與發展 

    反觀自有品牌在國內發展的狀況，最早應追溯至統一集團旗下經營的 7－

ELEVEN。7－ELEVEN 於 1990 年（民國 79 年）推出傳統熟食商品之自有品牌，廣

受大眾好評（邱譯賢，2000:67）。而量販業最早引進自有品牌商品的業者是荷商

萬客隆，於 1989 年在台灣成立的萬客隆，為台灣量販店體系中的第一家，由於

其是與荷商合資的企業，所以在剛開始營運時即引進荷蘭開發的自有品牌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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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其自有品牌命名為「ARO」（邱譯賢，2000；鄭家真，2002）。由於國內自有

品牌起步比國外自有品牌晚了 40 年左右，台灣消費者對於自有品牌的心態尚停

留在「低價卻也低品質」的印象，根據調查指出，因為對自有品牌的認識不深，

去年台灣自有品牌的市佔率不到 10％（陳若齡，2006 年 3 月 11 日）。 

 

(三) 台灣量販店自有品牌的發展情況 

 由於台灣約有五成以上的消費者每個月會固定去量販店消費 2至 3次，可見

量販店在台灣消費環境的重要性，因此本研究將聚焦於量販店自有品牌的經營，

以下將針對台灣量販店自有品牌的發展情況做較詳盡的介紹。根據流通快訊雜誌

社所出版的《2005 台灣地區大型店舖總覽》一書，列出總店數最多的前三家量

販店，2並針對其自有品牌加以介紹。 

 

1. 家樂福 

    家樂福是由法國家樂福（Carrefour）集團和國內統一企業合作成立。家樂

福在台灣第一個推出的自有品牌商品，是 1995 年委請國內知名廠商代工生產的

服飾系列－Harmonie。Harmonie 產品包括襯衫、牛仔褲、毛巾、家飾品等…。

2004 年 2 月家樂福正式推出「NO.1 我們的最低價品牌」，其產品囊括日常生活一

切所需，除了食品及民生消費品外，更包括休閒用品及電器產品，品項高達 1000

多種。 

    2005 年 4 月，家樂福的「家樂福」與「NO.1」自有品牌商品，品項已擴增

至 2000 多種（林呈綠，2005）。此兩系列的商品主打不同的行銷策略，「家樂福」

商品以低於市售領導品牌 15％~20％的價格，希望提供「好品質」的商品給消費

者；「NO.1」商品則是主打「低價」來吸引消費者購買，其每項商品的價格均低

於其它品牌 30~40%（張媛姍，2006 年 2 月 16 日；陳若齡、彭慧明，2006 年 2

月 10 日）。家樂福商品採用個別家族名稱的方式，針對不同品類產品另取不同的

家族名稱，其在 3C 電器類另取名稱叫 BLUEsky 家電；服飾方面，則如前述之

Harmonie 品牌。 

 

    2007 年家樂福重新對自有品牌的產品線進行調整，分為兩大系列：系列一

維持原本的「家樂福商品」，強調提供像領導品牌般好品質的產品給消費者，售

價則低於市價 10％~15％；系列二則是將之前的「NO.1 我們的最低價品牌」重新

命名為「超值商品」，提供同分類商品中最低價的商品給消費者（參考自台灣家

樂福官方網站，2007）。 

 

2. 大潤發 

大潤發是由國內的潤泰集團與法商歐尚（Auchan）集團共同合作的量販店，

致力於發展自有品牌是從 2002 年的第四季開始，起初是推出 100 項「天天低價

（First Price，簡稱 FP）」的自有品牌商品，包括民生用品、清潔用品、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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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已經擴展至 1500 種商品，價格比其他同類型商品價格至少便宜 30%以上。

目前大潤發也在積極籌劃另一個系列的自有品牌，主推進口的法國歐尚自營商

品，此種印有「紅色鳥頭」的歐尚自營商品目前已經在全台 12 間大潤發販售，

主要以食品為主（李志和，2006 年 9 月 1 日）。由此可見，大潤發積極採取市場

區隔的策略，不論是注重品質或注重低價的消費者，可以提供不同的自有品牌產

品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希望能和全國性品牌相抗衡。 

 

3. 愛買吉安 

    愛買吉安原本是由遠東集團與法商家樂喜（Casino）合資的量販店，但是家

樂喜公司於 2006 年 9 月撤資，所以目前愛買由遠東百貨獨自經營（彭慧明，2006

年 9 月 15 日）。愛買從 2001 年開始推出名為「利德派思（Leader Price）」的自

有品牌，之後又將自有品牌名稱調整為「最划算」商品，是愛買的最低價品牌。

「最划算」商品的品類多元，包含乾貨、生鮮、織品、家用百貨、電器以及保健

食品等，總數約 350 種，其中織品類除了「最划算」之外，還有「Extra」以及

「Cove」等自有品牌（陳志豪，2006 年 11 月 1 日）。下頁表 2.1.1 彙整了此三

家量販店分別持有哪些自有品牌的概括介紹。  

 

    承上所述，我們能發現台灣目前量販業自有品牌的市場現況，已然朝向區隔

不同價位與品質的產品線方向邁進，是故本研究之結果將有助於量販業在不同產

品層次的自有品牌其廣告訴求訊息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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零售商 經營企業 店數 自有品牌之品名與品標(logo) 自營品類概況 

 

 

 

 

 

家樂福 

 

 

 

 

 

法國家樂福集團 

與 

台灣統一企業 

 

 

 

 

 

48 

強調商品「品質」媲美市場領導品牌，價格卻能比領導品牌價格便宜 10~15

％，包裝簡潔精緻，產品委託國際認證公司 SGS 進行品質檢驗，商品種類

繁多，涵蓋食、衣、住、行、育、樂等類別。 

強調商品「低價」，每項商品價格均是同類商品中最低的，紅白色系的識別

設計易於辨認。 

家樂福商品之服飾品類，強調線條簡單及舒適的質感，產品包括鞋子、枕頭、

毛巾、牛仔褲、背心等…。 

家樂福商品之 3C 家電品類，與國內一級廠商合作，提供產品售後服務，產

品包括平面電視、影音光碟機、微波爐、隨身聽、電火鍋等…。 

 

 

 

大潤發 

 

 

法國歐商集團 

與 

台灣潤泰集團 

 

 

25 

 

 

強調商品「低價」，商品品類以食品、民生消費品為主，約有 1200 種商品。 

 

愛買 

 

台灣遠東集團 

 

14 

強調商品「低價」，平均價格低於市售領導品牌 20％~50％，商品品類從家庭

及個人的清潔用品、食品雜貨、家電用品到服飾織品等…。 

表 2.1.1 ：三家量販店之自有品牌概括介紹 

   資料來源：本研究參考各家量販店 2007 年官方網站整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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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內、外自有品牌的相關研究 

 

(一) 國外自有品牌相關研究 

由於自有品牌在歐美國家發展較早，所以從 1960 年代開始，就已經有自有品

牌相關研究的文章出現。從 Myers（1967）首開先河研究消費者對自有品牌的態度

之後，許多研究也聚焦於描繪自有品牌的購買者具有什麼樣的人格特質。從 1960

年代到 1970 年代，多數的研究者分別從不同的研究角度切入分析，包含研究消費

者的社經地位（Coe,1971;Frank and Boyd,1965;Murphy,1978）、人格特質（Myers, 

1967）、購物風格（Bellizzi et al.,1981）、資訊處理過程（Bettman,1974）。因

為當時這些自有品牌的產品品質多半較差，所以研究結果均顯示，消費者對於購

買或使用這些產品的意願較低（Harcar& Kara& Kucukemiroglu,2006:56）。隨著

文獻累積的越發完整而豐富，Ailawadi 與 Neslin 與 Gedenk（2001）從整合的角

度，運用消費者心理特徵（Consumer Psychographics）及人口統計變數

（Demographics）兩大面向，描繪出較完整的自有品牌使用者形象。Harcar et al.

（2006）指出，有越來越多的民眾能接受自有品牌，因為他們相信這些自有品牌

的品質是不錯的。而且當消費者擁有良好的產品使用經驗後，也能加強他們對自

有品牌的好感，進而增加對自有品牌的購買偏好。 

 

    從上述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國外消費者對於自有品牌的品牌態度有由壞轉

好的趨勢，其中一個重要的改變因素是消費者認為自有品牌的品質提升了。Harcar 

et al.也對零售商提出了兩點建議：（1）零售商要持續並努力地建立通路的品牌

形象。（2）零售商應投資一些資金在銷售推廣（promotion）活動上，如此可以讓

消費者熟悉自有品牌，或是藉由新奇的促銷活動引發他們第一次購買自有品牌的

意願。 

 

(二)國內自有品牌相關研究 

    從 2000 年開始國內有越來越多的學者去探討自有品牌相關議題，而研究的面

向包含了自有品牌品牌形象的探討（韓武益，1999；林翠瑩，2004；呂永順，2004）、

知覺風險對消費者購買意願之影響（蘇瑜琳，2002；黃富松，2002），也有從心理

統計變數及人口統計變數、消費者促銷傾向等三面向進行研究（鄭家真，2002）。

許多的研究結果均指出，未來自有品牌的經營管理，應朝向「提升產品品質」的

方向前進，建立品牌形象才能夠達到品牌忠誠的目標（蘇瑜琳，2002；鄭家真，

2002；黃富松，2002）。自有品牌產品雖強調價格便宜，但是消費者在購物比價的

過程中，常常以價格去評價自有品牌產品，反而忽略產品品質特色。是故零售商

經營者應以自己是購物專家的角度來推薦自有品牌產品，把產品品質抽離出來進

行重點行銷，讓消費者知道自有品牌也是有好貨（邱譯賢，2000）。 

 

    如果把國外自有品牌的發展歷程作為國內的借鏡，目前國內自有品牌的狀況

應等同於歐美 1970 年代，當時的自有品牌也被消費者認為是低價但品質不佳的產

品，只是隨著時間演進、製造技術的進步，目前國外的消費者對零售商自有品牌

有越來越高的認同度。而國內外均有研究指出，可運用行銷方式建立自有品牌的

品牌形象、增加知名度。因此，雖然國內、外在零售商自有品牌廣告的研究上還

不是那麼成熟，但是著眼於未來零售商對於行銷推廣工具的需求，本研究能夠提

供此領域的討論，相信在學界或業界均能提供一些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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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零售商廣告 

    由於本研究欲了解當零售商想要為自家的自有品牌打廣告時，廣告應呈現哪

種訊息訴求，才能夠讓不同價格意識的消費者對於自有品牌的態度有較正面的影

響。所以本節的第一部份，會先介紹零售商旗下銷售的品牌有哪些，以及各品牌

類型使用廣告宣傳後的效果。第二部份先說明廣告與產品品質之間的關係，最後

針對零售商要採行自有品牌廣告時，廣告中可使用的訊息訴求進行討論。 

 

一、零售商經營各個品牌類型的廣告效果 

    長久以來，零售商將廣告與促銷活動視為重要的行銷工具。零售商廣告常以

許多種形式出現在各種媒體中，其廣告目的是要引起消費者對零售商正面的反

應，希望能透過廣告所刊登的內容，吸引消費者至賣場購物。由於零售商本身具

備通路特質，所以在零售商的賣場中會販售各種品牌的產品，其中可能包含了製

造商品牌（全國性品牌）或者是自有品牌（如果該零售商有推出其自有品牌）。所

以零售商可能會替賣場中的全國性品牌或自有品牌打廣告。 

 

    Amin,Sammy G,Dave 與 Dinesh S.（1993）曾進行一項研究，想了解零售商應

放置哪種品牌類型的廣告，才能吸引消費者的注意。文中提出了如 Ghosh 所言的

三種品牌類型：全國性品牌（National Brand）、自有品牌（Private Brand）、一

般性品牌（Generic），並測試哪種品牌類型在使用價格比較式廣告會對消費者產

生較正面的價格認知與購買意願。3研究結果發現，全國性品牌的價格比較式廣告，

其效果比自有品牌與一般性品牌的價格比較式廣告效果來得好，而自有品牌的價

格比較式廣告效果又比一般性品牌的價格比較式廣告效果好。由於全國性品牌平

日已花費許多廣告預算在建立品牌形象上，所以消費者自然會對其產生較好的印

象，並且認為全國性品牌品質較佳。針對自有品牌的部分，Amin et al.也向零售

商提出建議，認為零售商未來應加強自有品牌其廣告方面的經營，消費者對自有

品牌的接受度會隨著廣告量的增加而增長。 

 

    雖然零售商廣告有以上幾種類型，但本研究將聚焦在自有品牌廣告，因此將

針對自有品牌廣告作更深入的探討。從 Amin et al.的研究結果看來，可能因為自

有品牌的品質對消費者來說不如全國性品牌那麼好，導致全國性品牌的價格比較

式廣告效果優於自有品牌價格比較式廣告效果，因此未來零售商在經營自有品牌

時，應側重產品品質的經營與宣傳，讓消費者深刻了解自有品牌也是品質不錯的

商品，才能扭轉消費者對其負面的印象。 

 

    觀察目前市場上零售商為通路自有品牌打廣告的狀況，除了緒論所提到國內

的家樂福與屈臣氏為自有品牌進行宣傳，國外的 Target 
4也為其自有品牌 Choxie

的巧克力打廣告，Target 持續針對旗下各品類且品質不錯的自有品牌商品進行廣

告宣傳，企圖為這些商品塑造更優質的品牌形象（Frazier,2006）。Wal-Mart 是世

界上最大經營自有品牌的零售商，它經營了各種品類的自有品牌，其在墨西哥的

各個連鎖零售店中，均在店內播放自有品牌的廣告，廣告內容主要是向賣場的消

費者傳達自有品牌促銷訊息或是自有品牌的推廣（Wilson,2006）。所以，不論是

國內外的零售業者，雖然不一定是透過一般的大眾傳播媒體（像 Wal-Mart 是使用

通路內的電視廣告），但都很積極地在替自有品牌進行廣告宣傳，希望自有品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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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擁有更高的知名度。 

 

二、廣告與品質之間的關係 

    Stambaugh（1993）在研究中建議零售商應發展高品質的自有品牌，單單是價

格上的低廉不足以影響消費者做出購買的決策。而 Gallup 的民調也顯示有 83％的

消費者指出在選購自有品牌時，品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考量因素（Sudhir & 

Taluktar，2004；轉引自 Harcar et al,2006）。但是，如果在欠缺產品使用經驗

的前提下，消費者是如何判斷自有品牌品質的好壞呢？Dick et al.（1996）曾進

行一項研究，欲了解消費者是如何評估自有品牌產品，文中提到運用線索使用理

論（Cue utilization theory）去解釋消費者是如何判斷產品品質。此理論內涵

為：當消費者在判斷產品品質的好壞時，會採取直接線索或間接線索去評斷其品

質的好壞。奠基於此理論之上，Dick 等學者針對消費者如何評估自有品牌品質之

好壞，進行深度訪談的研究。研究結果指出，在直接線索部分，消費者會根據（1）

產品的整體品質、（2）產品成分之優劣及可信賴程度與（3）口感去衡量自有品牌

的品質；在間接線索部分，則會以（1）產品價格、（2）品牌名稱、（3）廣告及（4）

商品包裝去評斷商品品質，而這四個面向均是與產品相關線索。是故經營自有品

牌的零售商可以透過上述的直接線索或間接線索進行改進，以達到提升自有品牌

品質感知的目標。 

 

 經由上述，可了解到零售商確實可以運用廣告此一行銷工具的使用，去改善

自有品牌在消費者心目中品質低落的印象。Marquardt and McGann（1975）也認

為消費者很容易將經常使用廣告宣傳的產品聯想成高品質的產品。此外，Dick et 

al.也認為運用廣告及舉辦自有品牌的促銷活動等行銷方法，均有助於增加消費者

對自有品牌的熟悉程度，並提升消費者心中自有品牌品質的質感。由過去的研究

我們可以發現，自有品牌的確是可以透過廣告的使用，以提升消費者對其品質的

觀感，但是回顧國內外相關的文獻，卻尚未有學者針對自有品牌的廣告訊息，做

更深入的研究，此點是值得本研究努力去探討的原因。 

 

三、零售商自有品牌之廣告訴求 

 本研究欲了解自有品牌的廣告應使用何種訊息訴求，才能加強消費者對自有

品牌的偏好度及購買意願，是故在此針對自有品牌可採用的廣告訊息訴求加以討

論。從之前的文獻回顧，我們可以理解到消費者對於自有品牌品質的不信任，會

影響到消費者對其的購買意願。所以，強調「高品質」的自有品牌，或許能增加

消費者對自有品牌品質的信任，激發消費者購買的意願。 

 

 但是不可否認的，價格競爭在量販店的業態中是最常出現的現象，提供「最

低價」的商品（不論是全國性品牌或自有品牌）已成為理所當然的必備條件。每

個消費者均希望能付出最低的成本換取最大的利益，低價也是能夠吸引消費者來

量販店購物的主要誘因之一。特別是量販店經營的自有品牌，價格往往比市售的

領導品牌少了 20~40％，這對具有經濟壓力或價格意識較高的消費者來說，強調自

有品牌的「低價」是具有吸引力的。 

 

 或許有人會質疑，「低價」需要強調嗎？消費者到賣場貨架前，自然地就會察

覺自有品牌的售價比較便宜，但是今日已經是通路相互競爭的時代，通路業者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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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透過自有品牌的經營來達到強化通路忠誠的目標。因為自有品牌只有在自家的

通路中販售，一旦消費者對於某通路的自有品牌情有獨鍾時，通路忠誠目標或許

就能實現。所以當某量販業者的自有品牌能在消費者心目中建立「我最低價」的

形象時，高價格意識的消費者或許就會被其吸引，而成為忠實的購買客群。 

 

    而「低價格」或「高品質」的廣告訊息應以何種形式出現在廣告當中，才能

得到消費者認同及關注呢？在「低價格」廣告訴求的部份，過去有眾多學者進行

過研究，結果均指出應該在廣告中呈現價格折扣的百分比（例如：降價 20％或打

八折），因為這樣的廣告訊息較能吸引消費者。消費者針對銷售的商品存有一個內

部參考價格（internal reference price, IRP），而這樣的內部參考價格會受到

廣告參考價格（advertisied reference price, ARP）所影響，特別是當消費者

欠缺內部的參考價格時，廣告參考價格的影響就更為顯著（Cox& Cox,1990）。因

此，當廣告中明顯的列出其價格比原價低了多少百分比，消費者比較能感受到其

價格的折扣，也較容易產生低價的印象。因此本研究在強調「超低價」訊息的廣

告中，將會置入折扣多少百分比的訊息，以強化自有品牌低價的印象。 

 

    在「高品質」的廣告訴求部分，由於自有品牌是由通路出產的產品，所以會

以強調產品通過國際認證公司檢定，視為一種品質上的保證。例如家樂福強調其

自有品牌產品，均通過 SGS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專業人員審核及定期抽檢

（台灣家樂福官方網站，2007）。另外，強調是與一級製造廠商合作生產，也可以

形塑產品是高品質的形象。而從前述的線索使用理論（Cue utilization theory），

我們可以推論產品成分可以是一個判斷產品品質優劣的重要元素，所以在廣告文

案當中也會置入消費者在意的產品成分，讓消費者對自有品牌產品有更進一步的

了解。綜合上述，本研究將採用此兩種廣告訊息訴求（「高品質」V.S「超低價」）

進行後續的實驗。 

 

第三節 消費者價格意識 

國外早在 1969 年就有一篇研究指出，製造商面對自有品牌的挑戰，首當其衝

的就是自有品牌價格上的優勢。當時針對家庭主婦購買自有品牌咖啡消費研究發

現，由於家庭主婦多具備價格意識（price-consciousness）的特質，所以對自有

品牌有特定的偏好（Rao,1979），價格意識遂成為研究自有品牌的學者研究的核心

課題之一。以下先針對價格意識做出定義，並說明對不同價格意識（高∕低）的

消費者來說，自有品牌的低價特性會讓他們對自有品牌產生何種反應，進而影響

消費者的產品態度、自有品牌態度及購買意願。 

 

一、價格意識的定義 

    Lichtenstein et al.（1993:235）對價格意識提出了一種比較狹義的說法：

價格意識是指「消費者專注於支付最低價格的程度」。對於具備高價格意識的消費

者來說，在購買的情境中，價格是一個很重要的判斷及選擇產品的因素。這樣的

消費者會非常在意產品的價格，並且會試圖尋找最低價格的商品，同時他們也認

為這樣的搜尋過程是很值得的（Monroe ,1990）。換句話說，高價格意識的消費

者，較喜歡低價的商品，也偏好購買低價位的商品。由於零售商推出的自有品牌

具備了低價的特性，其實已經有學者研究出高價格意識的消費者對自有品牌會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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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較大的偏好（Burton et al.,1998）。 

 

二、自有品牌的低價對不同價格意識的消費者產生的雙面效果 

    在消費者認知自有品牌之品質的過程中，價格扮演了一個很重要的角色，自

有品牌的低價其實是一件很弔詭的事情，當消費者採用不同的觀點去看待商品價

格這件事情時，就會對商品產生不同的評價。 

 

(一)對高價格意識的人來說，自有品牌的低價能吸引他們購買 

    自有品牌之所以能夠成功的搶下市場佔有率，還能跟全國性品牌相互競爭，

得歸功於它低價的特性。有項研究指出，當消費者被問到：為什麼選擇購買自有

品牌而不是選擇購買全國性品牌？67％的人回答「低價」是很重要的因素（Kirk, 

1992）。Burton et al.（1998）提到，自有品牌的超低價格時常被視為一個主要

的因素，通常對自有品牌具偏好態度的消費者，他們都擁有非常高的價格意識。

對高價格意識的消費者來說，高價格會使消費者對商品的反應產生負面影響，也

就是說越高價的商品越不討人喜歡。而且高價格意識的消費者會專注於自己是否

支付的金額已經是最便宜的價格，因而略了其他購買產品時會評估考量的項目，

例如包裝、品質等…。所以，對高價格意識的消費者來說，「低價」的自有品牌能

夠引發他們正面的偏好及購買意願。 

 

(二)對低價格意識的人來說，自有品牌的低價象徵著產品品質的低落 

Lichtenstein , Bloch & Black （1988）研究哪些變數會影響消費者的價格

接受程度，他們認為每個人所能接受的價格變動程度不同，其研究結果指出「價

格意識」和「價格－品質推論」兩者間的關係成反比。「價格－品質推論」（Price- 

Quality Inference）指的是當消費者相信價格和品質是正相關時，他們將會用價

格當作衡量產品品質的指標（Grewal and Krihnan,1998）。高「價格－品質推論」

的消費者會將產品的高價格視為一個好品質的象徵，傾向使用此種想法去推估商

品的消費者會認為越貴的東西品質越好，而越便宜的東西品質越差。由於過去研

究結果認為「價格意識」和「價格－品質推論」兩者的關係成反比，也就是當消

費者其價格意識越高時（越在意價格），「價格－品質推論」越低（越不認為價格

能夠代表品質）；當消費者其價格意識越低時（越不在意價格），「價格－品質推論」

越高（越認為價格能夠代表品質）。所以對低價格意識的消費者來說，當他們使用

正向的「價格－品質推論」來評估自有品牌時，會把自有品牌的低價視為是品質

不好的象徵，因而缺乏購買的偏好與意願。 

 

三、小結 

    從上述的文獻討論可以了解，消費者會受到不同價格意識的影響，使得相同

的產品價格產生不同的意義象徵。低價格的自有品牌如果對高價格意識消費者強

調其低價的特色，他們會認為這樣便宜的產品很符合自身省錢的價值理念，所以

較能欣然接受這樣的產品。但是對低價格意識的消費者來說，他們就會懷疑東西

這麼便宜產品品質會不會不好，所以對自有品牌就會敬而遠之。因此本研究認為，

對不同價格意識的消費者，應強調不同的自有品牌廣告訊息，才能讓每個消費者

都樂於接受自有品牌。 

 

    由於自有品牌是一個實質的產品，所以本研究想要了解廣告能否影響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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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品態度」，除此之外，零售商最在意的部分是─消費者會不會購買這樣商品，

因此「購買意願」也是本研究要探討的依變項之ㄧ。Burton et al.（1998）研擬

出一個「自有品牌態度」的量表，許多國內外的學者在探討自有品牌的議題時經

常使用這個量表，此量表可測量消費者對自有品牌產品的整體好惡，跟前述的產

品態度（針對單一產品進行的態度測量）有所不同，是故本研究也會將「自有品

牌態度」納入依變項進行研究。 

 

    在購物的過程中，高價格意識的消費者較不會認為產品的價格便能代表產品

的品質，所以如果零售商推出主打「超低價」的自有品牌廣告，能使消費者產生

較好的產品態度、自有品牌態度及購買意願。而低價格意識的消費者，因為偏向

使用正向的「價格－品質推論」，因此自有品牌的低價只會意味著產品品質的低

落。面對這群消費者，零售商應推出主打「高品質」的自有品牌廣告，使消費者

產生較好的產品態度、自有品牌態度及購買意願。 

承上所述，本研究第一個假設推論如下： 

 

 

 

 

 

 

 

H1-1a：當高價格意識的消費者，看見主打「超低價」的自有品牌廣告，比起看見

主打「高品質」的自有品牌廣告，前者會產生較好的產品態度。 

H1-1b：當低價格意識的消費者，看見主打「高品質」的自有品牌廣告，比起看見

主打「超低價」的自有品牌廣告，前者會產生較好的產品態度。 

 

H1-2a：當高價格意識的消費者，看見主打「超低價」的自有品牌廣告，比起看見

主打「高品質」的自有品牌廣告，前者會產生較好的自有品牌態度。 

H1-2b：當低價格意識的消費者，看見主打「高品質」的自有品牌廣告，比起看見

主打「超低價」的自有品牌廣告，前者會產生較好的自有品牌態度。 

 

H1-3a：當高價格意識的消費者，看見主打「超低價」的自有品牌廣告，比起看見

主打「高品質」的自有品牌廣告，前者會產生較好的購買意願。 

H1-3b：當低價格意識的消費者，看見主打「高品質」的自有品牌廣告，比起看見

主打「超低價」的自有品牌廣告，前者會產生較好的購買意願。 

 

第四節 自有品牌產品品類的知覺風險 

由於本研究欲了解不同產品品類的自有品牌產品，其所存有的知覺風險程度

不同時，是否會讓不同價格意識的消費者，在閱讀不同廣告訊息（高品質或超低

價）後對產品態度、自有品牌態度以及購買意願產生不同的影響。因此本節將先

敘述知覺風險的概念、知覺風險構面與產品品類知覺風險的測量方式，最後說明

不同自有品牌產品品類的知覺風險可能產生的調節效果。 

 

H1：消費者價格意識會對不同廣告訊息（高品質∕超低價）所引發的產品 

   態度（H1-1）、自有品牌態度（H1-2）、購買意願（H1-3）產生調節效果。



零售商自有品牌廣告對消費者的產品態度、自有品牌態度、購買意願之影響—以量販店為例 

 15

一、知覺風險的概念 

知覺風險此概念最早是由 Bauer（1960）所提出，Bauer 認為消費者的購買決

策行為，可能會產生無法預料的結果，而這些結果有些可能會是不愉快的，所以

消費者購物的決策過程其實是一種風險的負擔。Cox（1967）假設消費者在執行每

一次的購買決策時，都預期能達成某個購買目標，當此決策的結果無法滿足或達

成預期的購買目標時，知覺風險便隨之產生。而知覺風險的產生源自於下列兩種

因素：（1）消費者主觀認定此次購買行為可能會產生不好的結果。（2）當購買結

果不佳時，造成消費者損失的嚴重程度。 

 

Cunningham（1967）延續 Cox 的消費目標導向理念，將前述的兩個知覺風險

因素，更明確地定義成以下兩個構成因素，分別是不確定因素（uncertainty）與

後果因素（consequences）。前者指的是「消費者主觀認定一件事情是否會發生的

可能性」；後者指的是「當事情發生後所造成的危險程度（Danger）」。以家庭主婦

購買鮮魚當作晚餐的購買決策為例，當婦人開始思考自己可能會買到不好的魚

時，她就產生了知覺風險的不確定因素。而當婦人發現她買到不好的魚，且家人

食用了那條不好的魚後，對家人所造成的傷害可能產生程度上的差別，輕微的狀

況可能只是吃到一頓風味不佳的晚飯、嚴重者則會導致家人生病，甚至是死亡，

這就是知覺風險中的後果因素。 

 

有別於 Cunningham 對知覺風險的定義，Bettman（1973）提出了另一種對知

覺風險的看法。他認為知覺風險可以分成兩個主構成要素，一個是固有風險

（inherent risk），一個是處裡後風險（handled risk），兩者雖然是不同的概念

卻互有關聯。固有風險是指：對消費者而言，某產品品類所具有的固有潛在風險，

此潛在風險是消費者自然而然就會產生的感受。而處裡後風險則是指：當消費者

要從某產品品類的眾多品牌中選擇一個品牌購買時，消費者所產生的的風險感

受。當消費者不知道任何品牌資訊時，某產品品類的固有風險跟處裡後風險的程

度應該是相同的，但是當消費者在此品類有特別信任的品牌時，處裡後風險就會

比固有風險來的低，因為消費者對此品牌的信任會降低此品類的風險感受。 

 

Dowling（1994）針對 Bettman 所提出的知覺風險進行不同詮釋，他將 Bettman

所提出的固有風險（inherent risk）稱之為個人的產品品類風險（product 

category risk, PCR），而每個人對同一個產品品類的知覺風險可能不同，例如某

甲根據他先前的經驗及過往的知識，認為購買電冰箱是一件高風險的事，但是某

乙可能不覺得購買電冰箱是高風險行為。 

 

    承上所述，本研究將採用 Bettman 對知覺風險的觀點，從產品的固有風險

（inherent risk）去評估自有品牌的知覺風險程度。也就是將以消費者個人主觀

對產品的風險感受，去進行自有品牌產品的知覺風險評估。 

 

二、知覺風險的構面 

知覺風險除了可以從前述的兩種方向（Cunningham 與 Bettman 對知覺風險的

看法）去討論，許多學者認為知覺風險是由很多形式的面向所構成（multifaceted） 

。Roselius（1971）將知覺風險可能對消費者造成的損失分成四個構面，各構面

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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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時間損失（Time Loss）： 

當產品不如預期時，消費者要花費更多的時間與努力去適應、彌補產品不

足或尋找代替品。 

2.危害損失（Hazard Loss）： 

當產品不如預期時所造成的損害會危及消費者的健康及安全。 

3.自尊損失（Ego Loss）： 

當產品不如預期時，消費者自己會感到愚蠢或是他人的反應會使消費者感

覺自己是愚蠢的。 

4.金錢損失（Money Loss）： 

當產品不如預期時，消費者要花更多的錢去維修產品或是更新產品。 

 

Jacoby and Kaplan（1972）也提出了五個知覺風險的基本構面，各構面定義如下： 

1.績效風險（Functional Risk）： 

指的是產品的功能表現不如預期那麼好時，對消費者造成的損失。 

2.財務風險（Financial Risk）： 

對消費者造成的財物損失，例如購買的產品需要花很多的維修費用或是產

品根本不值得花費那麼多錢時。 

3.社會風險（Social Risk）： 

當消費者購買的產品不被他人所認同時，可能產生困窘的情況。 

4.身體風險（Physical Risk）：消費者使用產品所可能帶來健康上的危害。 

5.心理風險（Psychological Risk）： 

消費者因購買的產品未能達到預期的水準，而對自尊產生傷害。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學者們可能會對知覺風險有不同的分類，但是內容上其

實大同小異，像自尊損失就跟心理、社會風險的概念雷同。Stone & Gronhaung 

（1993）的研究中將績效、財務、心理、身體、社會及時間風險等構面納入探討，

發現此六個構面對總知覺風險的解釋能力達 88.8％。 

 

三、產品品類知覺風險的測量方式 

Dowling（1986）回顧過往各個學者對知覺險的研究並予以分類，發現知覺風

險已經有大致的定義與不同的測量層次，Dowling 將過往知覺風險研究分成三高、

中、低個層次。高層次的知覺風險測量方式，是研究消費者的人格特色，將消費

者分成「風險追求者」（risk seeker）與「風險趨避者」（risk avoider）兩個類

型；中層次的知覺風險測量方式，主要是研究不同品類的知覺風險差異；低層次

的知覺風險測量則聚焦於單一產品的知覺風險。 

 

由於本研究欲了解不同自有品牌產品品類知覺風險程度為何，與 Dowling 所

提出的中層次的知覺風險測量比較契合。中層次的知覺風險測量方式，主要是研

究不同品類的產品其知覺風險的差異，其中以 Bettman（1973）所提出的測量方式

最具影響力。如同第一節所提及的，Bettman 將知覺風險分成固有風險與處理後風

險，其研究證實產品品類的固有風險會隨著產品品質的變異而增加，也就是當某

品類在不同品牌間品質變化差異程度越大時，消費者會覺得此產品的固有風險越

大、知覺風險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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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Bettman、Dowling 對產品品類風險的看法，產品品類的知覺風險會隨著

產品品質的變異而增加，所以我們可以從產品品質的變異程度去判斷品類知覺風

險的高低。Batra 和 Sinha（2000）從不同的知覺風險決定因素，探討消費者對全

國性品牌和自有品牌購買偏好的變化，他們將「產品類別品質差異」定義為：某

一產品類別各品牌間品質變化的程度。其研究結果也指出：若品質變化較大時，

則產品類別品質差異較大，反之若品質變化較小時，則產品類別品質差異較小。

Narasimhan and Wilcox（1998）則認為當「產品類別品質差異」程度大時，消費

者對品類的知覺風險便增加。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將從中層次的知覺風險—產品品類知覺風險去進行自

有品牌的風險評估，推論當消費者感受到某品類的產品品牌間品質差異較大時，

知覺風險程度越高；反之，當消費者感受到某品類的產品品牌間品質差異較小時，

知覺風險程度越低。在產品品類的挑選方面，根據我從市場實然面觀察，目前量

販店自有品牌經營以民生用品及食品兩品類的產品居多，高價位的電子產品只有

少數的量販店以另取副牌的形式推出（例如家樂福的 3C 產品就另以 BLUE sky 命

名），所以本研究將針對民生用品及食品兩種品類的自有品牌進行研究，去比較兩

品類知覺風險的程度差異，是否會對不同價格意識的消費者有不同影響。 

 

四、不同產品品類知覺風險所產生的調節效果 

    Sinha and Batra（1999）研究消費者的價格意識對於自有品牌購買意願之影

響，他們認為消費者的價格意識會隨著產品品類的不同而有所差異，也就是消費

者的價格意識會被產品品類的效果所調節，其背後的原因之一是受到風險的認知

所影響。當產品品類的風險較高時，消費者的價格意識就會降低，此時消費者會

尋求一些外在的間接線索，例如高價位的商品、有打廣告的商品或知名品牌的商

品來減低錯誤購買的機會。 

 

    Sinha et al.又指出，產品品類會不會對消費者的價格意識產生調節效果是

因人而異。有些人會因為不同的品類風險而調節價格意識，但有的消費者不論產

品是什麼，只是很單純的想要以最低的價格購買商品。由於高價格意識的消費者

比起低價格意識的消費者來說，更在意產品的價格，所以高價格意識的消費者在

購物的過程中，較不會因為商品品類而改變消費過程所在意的重點－也就是買到

最低價的商品即可。所以本研究推論，不論購買產品品類知覺風險是高或低的商

品，高價格意識的消費者會對強調「超低價」的自有品牌廣告，產生較好的產品

態度、自有品牌態度以及購買意願，反之，強調「高品質」的自有品牌廣告效果

就比較差。 

 

    相對的，對低價格意識的消費者來說，這群人容易因為不同的商品品類風險，

而有不同的購買考量。當低價格意識消費者感受到較高產品品類知覺風險時，他

會較少使用價格意識的觀點，轉而尋求較高價格或較知名品牌的商品、或參考強

調品質訴求的廣告，以降低產品風險。反之，當消費者個人感受到較低的產品品

類知覺風險時，他會傾向使用價格意識的觀點，希望能有更好的價格折讓，認為

越低價越好。同樣的，本研究在依變項的部份將選擇「產品態度」、「自有品牌

態度」、「購買意願」此三者，觀察不同產品品類知覺風險產品及不同價格意識

的消費者，在看到不同的廣告訊息時會有怎樣的反應。 



零售商自有品牌廣告對消費者的產品態度、自有品牌態度、購買意願之影響—以量販店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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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廣告訊息、消費者價格意識、產品品類知覺風險三者會產生交互作用。
 

五、小結 

          綜合上述，當低價格意識的消費者遇到較「高知覺風險的產品品類」，他會

較少使用價格意識的觀點進行購物的準則，所以此時廣告就要強調產品的優質

性，讓消費者安心，才會產生較好的產品態度、自有品牌態度及較高的購買意願。

反之，當低價格意識消費者遇到較「低知覺風險的產品品類」，會傾向使用較多

價格意識的觀點，希望越低價越好，所以這個時候廣告就要強調產品的超低價格，

讓消費者產生好感，才能產生較好的產品態度、自有品牌態度及較高的購買意願。

而高價格意識的消費者，無論遇到「高或低知覺風險的產品品類」，超低價的廣

告效果比高品質的廣告效果好。因此得到第二個假設如下： 

 

 

 

 

 

H2-1：對高價格意識的消費者來說，廣告訊息與產品品類知覺風險不會產生交   

      互作用，也就是說高價格意識的消費者不論遇到高或低產品品類知覺風險

的產品，當他們看到自有品牌廣告訊息呈現「超低價」比起「高品質」會

產生較好的效果。 

H2-1a：對高價格意識的消費者來說，不論遇到高或低品類知覺風險的產品，自有 

        品牌廣告訊息呈現「超低價」會比「高品質」產生較好的產品態度。 

H2-1b：對高價格意識的消費者來說，不論遇到高或低品類知覺風險的產品，自有 

        品牌廣告訊息呈現「超低價」會比「高品質」產生較好的自有品牌態度。 

H2-1c：對高價格意識的消費者來說，不論遇到高或低品類知覺風險的產品，自有 

        品牌廣告訊息呈現「超低價」會比「高品質」產生較好的購買意願。 

 

   H2-2：對低價格意識的消費者來說，廣告訊息與產品品類知覺風險會產生交互作

用。 

H2-2a：當低價格意識的消費者，遇到高品類知覺風險商品時，自有品牌廣告訊息 

呈現「高品質」比起「超低價」會產生較好的效果。 

H2-2a1：當低價格意識的消費者，遇到高品類知覺風險商品時，自有品牌廣告訊息 

     呈現「高品質」比起「超低價」會產生較好的產品態度。 

H2-2a2：當低價格意識的消費者，遇到高品類知覺風險商品時，自有品牌廣告訊息 

     呈現「高品質」比起「超低價」會產生較好的自有品牌態度。 

H2-2a3：當低價格意識的消費者，遇到高品類知覺風險商品時，自有品牌廣告訊息 

     呈現「高品質」比起「超低價」會產生較好的購買意願。 

 

H2-2b：當低價格意識的消費者，遇到低品類知覺風險商品時，自有品牌廣告訊息 

    呈現「超低價」比起「高品質」會產生較好的效果。 

H2-2b1：當低價格意識的消費者，遇到低品類知覺風險商品時，自有品牌廣告訊息 

     呈現「超低價」比起「高品質」會產生較好的產品態度。 

H2-2b2：當低價格意識的消費者，遇到低品類知覺風險商品時，自有品牌廣告訊息 

     呈現「超低價」比起「高品質」會產生較好的自有品牌態度。 

H2-2b3：當低價格意識的消費者，遇到低品類知覺風險商品時，自有品牌廣告訊息 

        呈現「超低價」比起「高品質」會產生較好的購買意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