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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研究方法 

    本章介紹本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第一節說明選擇的研究方法，

第二節說明實驗設計，第三節說明實驗樣本的蒐集方式，第四節說明實驗的材料，

其中包含自有品牌廣告產品選擇之前測，第五節說明各變項的定義與測量。 

 

第一節 研究方法選擇 

    本研究欲採用實驗法的方式，探討當自有品牌廣告裡呈現不同訊息訴求時，

是否會給不同價格意識的消費者帶來不同的感受，進而影響消費者對自有品牌的

產品態度、自有品牌態度及購買意願；又當產品品類知覺風險程度不同時，何種

廣告訴求能使不同價格意識的消費者產生較好的產品態度、自有品牌態度及購買

意願。由於本研究選擇以量販店作為研究對象，為增加本研究的效度，實驗將採

用量販店門口面訪的方式進行資料蒐集。 

  

第二節 實驗設計 

    本研究的自變項為自有品牌廣告之訊息訴求（分為兩種：超低價、高品質） ，

調節變項有兩項，一為消費者價格意識（分為兩種：高價格意識、低價格意識），

二為產品品類知覺風險（以食品、民生用品兩品類進行產品品類知覺風險高低的

比較），為了更謹慎的了解品類的差異不是源自於單一產品的差別，所以本研究特

別在兩個品類中各選出兩個高知覺風險、兩個低知覺風險的產品，故共有八種產

品進行實驗，本研究為 2×2×2 的多因子實驗設計，共有八個小組。（見表 4.2.1） 

       表 4.2.1：實驗設計 

廣告訴求 消費者價格意識 產品品類知覺風險 組別 

 

 

 

高品質 

 

高 價格意識 

高 1 

低 2 

 

低 價格意識 

高 3 

低 4 

 

 

超低價 

 

高 價格意識 

高 5 

低 6 

 

低 價格意識 

高 7 

低 8 

  

第三節 樣本蒐集方式     

 
    由於本研究要採用量販店門口面訪的方式進行問卷蒐集，因此首先要選擇欲

針對那間量販店進行研究，目前台灣量販店前三大業者為家樂福、大潤發及愛買，

為了讓消費者能夠更了解自有品牌是某個量販店專屬推出的產品，所以希望選擇

自有品牌名稱與量販店名稱相同的店家。根據此原則篩選之後，選出了家樂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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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樂福商品為實驗材料。家樂福目前在全台灣有 48 間分店，本研究選擇台中文心

旗艦店為問卷發放的地點，問卷發放日期為 2007 年 5 月 10 日（四）、11 日（五），

發放時間為下午 5點到晚上的 11 點（因為文心旗艦店營業至凌晨 12 點，所以即

使是到晚上 11 點還是有民眾進出賣場消費）。而為了增加民眾的填答意願，現場

以填問卷送飲料的方式吸引消費者填寫問卷。第一天蒐集 62 份問卷，第二天蒐集

119 份問卷，兩天共計蒐集 181 份問卷。 

 

第四節 實驗材料 

    由於本研究欲探討的是不同訴求（高品質/超低價）的量販店自有品牌廣告，

對高/低價格意識消費者有何不同影響，又當產品品類知覺風險高低不同時，何種

廣告訴求能使不同價格意識消費者產生較好的產品態度、自有品牌態度及購買意

願。因此本次實驗操弄的材料說明如下： 

 

一、量販店名稱 

為了能讓消費者更明確知道此產品為零售商的自有品牌，所以本研究選擇自

有品牌名稱與零售商名稱一樣者作為本次的實驗對象，基於此種考量，選擇量販

店中的家樂福作為研究對象，自有品牌商品則是選擇家樂福推出的家樂福商品作

為實驗材料。 

 
二、前測─自有品牌廣告產品選擇 

由於本研究想了解不同產品品類知覺風險的產品是否會影響到不同廣告訴求 

的效果，本研究欲在家樂福商品之食品及民生用品兩類中各選出兩種高知覺風險

產品、兩種低知覺風險產品，共計八個商品。而要選出這八個商品，必須先進行

商品選擇前測。 

 

（一）前測目的有二： 

1.在食品及民生用品兩類中各選出兩種高知覺風險、兩種低知覺風險產品，

兩種品類共八種產品作為正式實驗的自有品牌廣告產品。 

2.比較食品與民生用品兩者品類知覺風險的高低。 

 

（二）前測流程 

1.量販店賣場自有品牌產品觀察 

本研究於 2007 年 2 月至家樂福台中崇德店賣場進行觀察，了解目前家樂福在

食品及民生用品兩大類推出哪些自有品牌的產品，最後根據賣場所觀察的結

果，在此兩大類的產品中各選十五樣的產品作為前測的產品名單。（見表

4.4.1） 

 

2.前測執行 

前測執行時間為 2007 年 2 月底，受試者有 20 人、男女各半，均為年滿 18 歲

以上、有購買決策能力的消費者。前測採用的題項為：此產品在不同品牌間

商品品質差異的大小程度，並以 Likert 七點量表測量之。當不同品牌間商品

品質差異越大時，表示消費者面臨的風險性越高，所以產品的知覺風險較高。

反之，當不同品牌間商品品質差異越小時，表示消費者面臨的風險性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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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產品的知覺風險較低。 

  

            表 4.4.1： 前測產品名單（家樂福推出的家樂福商品） 

 食品類 民生用品類 

1 醬油 保鮮盒 

2 泡麵 洗髮乳 

3 夾心酥 電燈炮 

4 牛(猪)肉乾 保鮮膜 

5 米 垃圾袋 

6 火鍋料 玻璃清潔劑 

7 水餃 洗衣粉 

8 礦泉水 衣物柔軟精 

9 冰淇淋 抽取式衛生紙 

10 香腸 免洗碗 

11 鮪魚罐頭 掃把 

12 太白粉 棉花棒 

13 蒟蒻果凍 洗碗精 

14 麥片 牙刷 

15 柳橙汁 香香包(衣物香氛袋) 

         

（三）前測結果 

1. 八種自有品牌廣告產品 

在選擇廣告產品的過程中，為考量現實情境中產品的可廣告性，所以有些產

品知覺風險的平均值雖然很低 （例如食品的太白粉、民生用品的垃圾袋、免

洗碗、棉花棒），但最後還是排除在前測產品的選擇中。最後選出的八樣自有

品牌廣告產品有：（1）【食品類】—高知覺風險產品：泡麵、猪肉水餃；低知

覺風險產品：三合一麥片、蒟蒻果凍，（2）【民生用品類】—高知覺風險產品：

洗髮乳、洗衣粉；低知覺風險產品：保鮮膜、抽取式衛生紙。此八樣產品的

知覺風險平均值如表 4.4.2 所述。 

 

2.產品品類知覺風險高低 

從前述選出的四個食品與四個民生用品的平均值，經成對樣本 t檢定發現，

民生用品的品類知覺風險平均值（M=3.85，SD=.51）顯著高於食品的品類知

覺風險平均值（M=3.51，SD=.54）（t(19)= -2.36，p=.03），也就是說在前測

的部分，所得到的產品品類知覺風險是民生用品比食品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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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4.2：八個產品知覺風險平均值及兩品類總平均值 

 食品 民生用品 

高知覺風險產品 高知覺風險產品 

泡麵 水餃 洗髮乳 洗衣粉 

知覺風險平均值 4.10 3.85 4.35 4.35 

 低知覺風險產品 低知覺風險產品 

麥片 蒟蒻果凍 抽取式衛生紙 保鮮膜 

知覺風險平均值 3.05 3.05 3.40 3.30 

 四樣食品總平均值 四樣民生用品總平均值 

知覺風險平均值 3.51 3.85 

 

（四）產品名稱調整 

    前測挑選出的八個產品要對應到家樂福現有的家樂福商品，所以在產品名稱

的部分調整如表 4.4.3。 

 

表 4.4.3：前測產品調整後的家樂福商品名稱 

 

 食品 民生用品 

前測選擇產品 家樂福商品名稱 前測選擇產品 家樂福商品名稱 

高知覺風險

商品 

泡麵 家樂福炸醬麵 洗髮乳 家樂福洗髮乳 

水餃 家樂福猪肉水餃 洗衣粉 家樂福無磷洗衣粉 

低知覺風險  

商品 

麥片 家樂福三合一麥片 保鮮膜 家樂福保鮮膜 

蒟蒻果凍 家樂福蒟蒻果凍 抽取式衛生紙 家樂福抽取式衛生紙 

 

三、自有品牌廣告訊息訴求 

本研究的自有品牌廣告訊息操弄主要分為兩種，分別是強調「高品質」與「超

低價」的廣告訴求。在廣告版面配置上，盡量控制每個版本的佈局設計相同，

只有訊息訴求不同的差異。廣告訊息的組合可分為兩個部分，分別是廣告標

題（Headline）與廣告內文（Body copy），以下將介紹此兩部分的訊息組成： 

 

(一)標題（Headline）—強調「高品質」與「超低價」兩種廣告訴求 

「高品質」的廣告文案標題均為「高品質的家樂福某某商品，讓您輕鬆擁有

優質好生活」，而「超低價」廣告文案標題均為「超低價的家樂福某某商品，

讓您輕鬆省錢超快樂」。 

(二)內文（Body copy）—「高品質」的廣告內文會根據不同產品而調整內容， 

「超低價」的廣告內文只抽換產品名稱，其餘內容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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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品質」的廣告內文可分三大部分： 

1.強調產品通過國際認證公司 SGS 品質檢驗。 

2.強調產品成分。（產品成分是參考 2004 或 2006EICP 資料庫，消費者在購買 

此產品時最在意的成分特性，而 EICP 資料庫中找不到的商品，例如保鮮膜、  

抽取式衛生紙等…，則是透過身旁親友調查所得出的意見） 

3.強調產品是與一級代工廠商合作製造。 

 

   「超低價」的內文將在廣告中放入自有品牌售價比他其市售品牌低價多少百分

比的訊息，以增加自有品牌價格便宜的印象。由於目前國內市場上量販店的自有

品牌價格約低於市售同等級商品 20~40％，所以本研究的價格折扣擬採低於市售其

他品牌 30％的價格訊息放置在廣告當中，以傳達產品超低價的訴求，詳細的廣告

文案內容請參見附件一。 

 
四、自有品牌廣告圖稿 

    根據前述的產品選擇及文案編寫製作出廣告圖稿，廣告中的產品圖片是實際

去購買家樂福商品進行拍攝及後製，八種產品各製作兩種訴求（高品質╱低價格）

的廣告，共計十六張平面廣告稿，詳細圖稿內容請參見附件二。 

 

第五節 變項定義與測量 

    本研究所欲採用的變項操作型定義與測量方法如下，所有變項測量皆採用七

點 Likert 量表，越趨近 1代表「非常不同意」題項的陳述，越趨近 7代表「非常

同意」題項的陳述。各量表的詳細題項請參見附件三。 

 

一、自變項 

    本研究的自變項指的是「高品質」或「超低價」的廣告訴求。強調「高品質」

的廣告會提出能增加商品品質保證的訴求，例如：產品通過 SGS 品質檢驗、產品

是委託一級廠商代工製造，並且強調優質的產品成分。而「超低價」的廣告訴求

中，會採用低於市售其他品牌 30％的價格訊息，以加強超低價的概念。 

 

二、調節變項 

本研究中的調節變項，指的是「消費者價格意識」與「產品品類知覺風險」。 

 

(一) 消費者價格意識 

本研究採用 Lichtenstein et al.（1993）的定義，價格意識是指「消費者專

注於支付最低價格的程度」，並以他們所提出的五個題項來衡量消費者價格意識的

高低程度。題項如下所述: 

1.我對於要花更多的努力去尋找更低的價格這件事情沒有太大的意願。 

【反向題】 

2.為了能夠得到更好的價格，我願意貨比三家。 

3.比價所省下來的金錢，往往不值得我所花費的時間與精力。【反向題】 

4.我不會為了尋找更低的價格而再去多逛幾間店。【反向題】 

5.為了尋找更低的價格所花的時間常常是不值得的。【反向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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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品品類知覺風險 

本研究採用 Bettman（1973）的定義，產品品類知覺風險是指「消費者主觀地

對某產品品類自然產生的風險感受」。並以其所提出的一個題項來衡量消費者產

品品類知覺風險的高低程度。題項為:這個產品在不同品牌間品質差異非常大/非

常小。 

 

三、依變項 

本研究的依變項指的是消費者對自有品牌的「產品態度」、「自有品牌態度」及

「購買意願」。 

 

(一) 產品態度 

    產品態度是指受試者對廣告中自有品牌產品的整體印象與評價。測量方法則

是根據 Chang（2002）參考 Holbrook 與 Batra（1987）所使用的產品態度量表，

經前測後篩選出兩個產品態度題項作為本研究測量受試者產品態度的量表，題項

如下: 

1.這個產品是令人喜愛的。        

2.這個產品是好的。 

 

(二)自有品牌態度 

本研究參考 Burton et al.（1998）對自有品牌態度的操作行定義：「自有品牌態

度是消費者對產品進行評估後所產生的一種喜歡或討厭的態度。」在測量方法上

採用 Burton et al.所提出的六個題項來進行自有品牌態度的測量，由於他們所研

發出來的這套量表，適合測量消費者對於食品雜貨類的自有品牌態度，與本研究

欲探討之品類相符，所以此量表適合本研究使用，題項如下: 

1.購買自有品牌讓我感覺很好。 

2.如果我要買的產品項目剛好有推出自有品牌，我會很喜歡自有品牌。 

3.就大多數產品項目的來說，購買自有品牌是最好的選擇。 

4.整體而言，自有品牌的品質很差。【反向題】 

5.在金錢考量下，我會選擇自有品牌，而不是全國性品牌（知名品牌）。 

6.當我購買自有品牌時，我會覺得還蠻划得來的。 

 

(三)購買意願 

購買意願是指「消費者願意購買自有品牌的可能性」，以了解消費者看到自有

品牌廣告後願意購買產品的程度。在測量方法上擬採用 Zhang（1996）提出的「非

常可能購買/非常不可能購買」、「大概會購買/大概不會購買」、「也許會購買/也許

不會購買」三項衡量之，因考量在賣場前所進行的面訪問卷不宜過長，參考 Chang 

（2006）研究裡的資料，將三個題項刪減成兩個題項，以進行本研究購買意願之

測量，題項如下: 

1.大概會購買。 

2.也許會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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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實驗流程 

 

 

 

 

 

 

 

 

 

 

 

 

 

 

 

 

 

 

 

 

 

 

 

 

 

 

 

 

 

 

 

 

 

 

                                         圖 4.6.1：本研究之實驗流程 

 

 

 

 

 

 

量販店門口面訪 

研究說明 

填寫問卷 

第一部分 

翻閱兩則 

自有品牌廣告 

填寫第二部分 

填寫問卷 

第三、四部分 

繳回問卷 

領取贈品 

以家樂福台中文心旗艦店為問卷發放地點 

，告知消費者問卷之研究目的－屬學術性質

研究且以不記名方式進行填答，並以填問卷

送飲料的方法增加消費者填答意願。 

請受試者先填寫價格意識量表。 

受試者在每份問卷中一共會看到兩則自有

品牌產品廣告，並在看完每則廣告後回答對

廣告中產品的態度以及購買意願等其他變

項。 

請受試者填寫個人基本資料，最後進行產品

品類知覺風險的測量。 

受試者將填答完的問卷繳回，經訪員檢查無

誤後，贈送受試者飲料一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