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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六節，第一節針對體驗相關定義進行探討。第二節探討

體驗經濟之概念。第三節探討體驗行銷，包含體驗行銷的定義、傳統行

銷與體驗行銷的差異、策略體驗模組、體驗媒介以及體驗矩陣。第四節

探討顧客滿意與行為意向以及顧客滿意度的衡量方式。第五節探討顧客

忠誠與行為意向以及顧客忠誠度的衡量方式。第六節針對顧客滿意度與

顧客忠誠度之關係進行文獻探討。 

 

第一節 體驗(Experience)之定義 

  依據林語堂當代漢英字典對體驗(Experience)一詞之解釋為「v.t., 

to examine and understand, to place oneself in another＇s 

position」；項退結(1989)所譯之西洋哲學辭典中則指出「體驗」一詞

是源自於拉丁文的「Exprientia」，意指探查、試驗，依照亞里斯多德

解釋其為由感覺記憶，許多次同樣的記憶在一起形成的經驗，即為體驗。 

    Kelly(1987)認為體驗不是單純的感覺而已，而是個體經歷一段時

間或活動後所產生的感知，是對一種行為的解釋性意識，是一種與當時

之時空相聯繫的精神過程。Bernd H. Schmitt 在 1999 年的著作《體驗

行銷》(Experiential Marketing)針對「體驗」下了定義：「體驗是發

生對於某些刺激回應的個別事件，體驗包含整個生活本質。通常是由事

件的直接觀察或參與造成的。」也就是說，對於行銷人員來說，消費行

為不僅包含涵蓋對體驗的追求。體驗通常不是自發的，而是經由外在的

刺激所誘發的。體驗亦被視為是複雜的。明確地說，沒有兩個體驗是完

全相同的。Holbrook(2000)將消費者體驗分為：幻想(fantasies)、感 

覺(feeling)以及趣味(fun)，並認為消費體驗來自於對幻想、感覺以及 

趣味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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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e and Gilmore(1998)則將消費者體驗當成是一種經濟商品，其

所謂的體驗(Experience)是創造難忘的經驗，即企業以服務為舞台，以

商品為道具，環繞著消費者，創造出值得消費者回憶的活動。這其中商

品是有形的、服務是無形的，而所創造出的體驗是令人難忘的，與過去

不同的是商品、服務對消費者來說都是外在的，但是體驗是內在的，存

在於消費者心中，是個人在形體、情緒、知識上參與的所得。沒有人的

體驗會完全一樣，因為體驗是來自個人心境與事件的互動。而且體驗不

僅是關於娛樂，只要是能夠讓消費者有所感受、留下印象，就是提供體

驗。 

  Pine and Gilmore(1998)再提出，體驗的特性，可分為兩個構面和

四種類型，兩個構面包括：(1)顧客參與－可區分為主動參與(active 

participation)與被動參與(passive participation)；(2)環境的因素

－可區分為吸收(absorption)與熱衷(immersion)，描述顧客和事件的

連接關係。另外，根據「顧客參與」為橫軸，以「體驗與環境間的關係」

為縱軸，建構出四種體驗類型，分別為：(1)娛樂性(entertainment)；

(2)教育性(educational)；(3)逃避現實(escapist)；(4)美學

(esthetic)。 

  EMSChiara 的管理主管 Thompson, R 認為體驗嵌進在品牌自身中，

很可能做得比不具明顯關連要來得更好。當然不同的市場團體會有不同

種類的體驗需要，例如：特別適合孩童有關的，他們可能會去尋找在成

人身上不會發生的活動刺激。而在體驗行銷展開的同時，企業正尋找不

同方向的延伸。一個新的趨勢是提供整體的知覺經驗，達成情感上的承

諾，以控制接觸、味覺與嗅覺來達成更明顯的視覺途徑(McLuhan, 

R.,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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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t,J.認為社會傾向於個人的內心世界，強調個人的經驗與感

受。而經驗之所以能產生價值，是在於「真實性」的存在。因為這些新

想法若要被接受，需具相當的真實性權威，而且要經由他人傳遞出來，

媒體以及周遭的人群即是所提到的傳播媒介。 

  綜合以上文獻，本研究認為體驗是個體被誘發參與某些活動、事件

並受到不同的刺激後，身體、心理對該刺激所產生的反應與感知，這一

連串的刺激與感知過程會被個體記憶留存，因而對於該活動、事件與刺

激的看法不會完全相同。體驗行銷基本上的訴求，就是令人難忘的消費

經驗。而經驗是需要有引發的情境(張春興，1993)。體驗一直是存在於

人類社會當中。在現代的社會當中，「體驗」能被當成一種財貨來進行

販賣，或是它能被當成一種附加價值以助於商品的銷售，最明顯的現象

是轉換成品牌體驗；而消費者除了在消費時感受品牌體驗，透過各項廣

告媒介，消費者也能藉由各項媒介感受到品牌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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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體驗經濟之概念 

  體驗經濟的主要觀點是企業可以藉由提供消費者良好的、獨特而深

刻之體驗來進行差異性極大的市場區隔，並因此居於價格優勢。

Abbott(1995)即認為人們想要購買產品，是因為渴望藉由購買過程中體

驗伴隨而來的服務。Pine and Gilmore(1998)將經濟模式與經濟產物的

演進分成四個階段，請見表 2.2.1。 

 

經濟產物   初級產品

Commodities

   商品 

  Goods 

   服務

Services

   體驗

Experience 

經濟模式     農業    工業    服務    體驗 

經濟功能   採掘提煉    製造    提供    展示 

產物的性質   可替換的   有形的   無形的   難忘的 

主要的特徵   自然的  標準化的   客製化的  個性化的 

 供給方式  大批儲存的 生產後庫 

存 

按需求配送 在一段時間內  

   展示 

   賣方   交易商   製造商   提供者   展示者 

   買方    市場   使用者    客戶    客人 

  需求要素    特點    特色    利益  獨特的感受 

表 2.2.1：經濟模式與經濟產物的演進 

資料來源：Pine&Gilmore.(1998) Welcome to The Experience Econom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Boston, Vol.76(4), Jul/Aug, pp.9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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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e and Gilmore(1998)說明四個階段經濟型態的特色分別是： 

ㄧ、農業經濟模式：農業耕作生產新鮮產品提供消費者，附加價值有限。 

二、工業經濟模式：以經過加工的產品提供消費者，產品漸有差異性。 

三、服務經濟模式：最終產品加上銷售服務，服務差別愈大，附加價值 

  愈高。 

四、體驗經濟模式：佈置一個氣氛舒適高雅的環境，體驗的差別感覺最 

  大，讓消費者享受貼心的產品與服務，附加價值最高。 

  Pine and Gilmore(1998)以咖啡為例，說明一磅咖啡豆(農產品)營

收大約是 1 美元，變成一杯咖啡只要 1~2 美分(商品)，在一般小餐館則

一杯就要賣到 0.5~1 美元(服務)，如果是在ㄧ家五星級飯店飲用一杯就

可能賣到 2~5 美元(體驗)，這樣的過程可用下圖 2.2.1 來說明： 

圖 2.2.1：經濟價值演進圖 

 

  差異化的                        相關的 

 

 

 競爭狀況                         顧客需要    

 

 

 無差異化的                        無關的 

 

               市價    價格定位    高於市價 

 

資料來源：Pine&Gilmore.(1998) Welcome to The Experience Econom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Boston, Vol.76(4), Jul/Aug, pp.97~105 

   

提取初級產品 

 製造商品 

 提供服務 

 展示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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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e and Gilmore(1998)認為企業必須針對顧客不同的需求提供客

製化的體驗，應該要比顧客更早了解他們的渴望；Rifkin(2001)認為消

費者花錢購買生活經驗將是一項普遍的商業活動；體驗將會是交易中很

重要的關鍵(Esgate，2002)。 

  綜合以上文獻，本研究認為企業藉由提供消費者量好的消費體驗，

可造成產品與服務的差異化，以和競爭者產生明顯區隔；此外若將體驗

視為一商品，其經濟價值應高於其他產品、商品與服務，並且更能在消

費者心中留下深刻長久的印象。 

 

 

第三節 體驗行銷 

 

一、體驗行銷的定義 

  Schmitt(1999)歸納出各種關於消費者體驗的產品與行銷活動所運

用的方法、概念即傳遞訊息之媒介，建立起體驗行銷的架構並創造出體

驗行銷此名詞。Schmitt(1999)將體驗行銷的定義為「基於個別顧客經

由觀察或參與事件後，感受到某些刺激進而誘發出動機並產生思維認同

或消費行為，增加產品價值。」其主要理論為，產品或服務可以為顧客

創造出完全的體驗，藉由提供感官的、具感染力的、創意關聯的經驗，

作為一種生活型態行銷及社會性認同的活動。 

  Schmitt(1999)認為體驗的概念其實老早就有了，可視為從傳統行

銷的概念延伸過來，不同處在於「傳統行銷的發展示對於工業時代的回

應，而不是對我們今天所面對的資訊氾濫、強調建立品牌、與顧客做雙

向溝通及全球性整合溝通的複雜環境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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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經濟日報賴麗雪在 2002 年 6 月 17 日報導，Schmitt 來台演講

「創造顧客品牌體驗的行銷策略」時表示： 

 

  體驗行銷是一種涵蓋顧客感受的品牌操作手法，由產品的設計、包裝、

命名，到通路的建置、銷售的過程，廣告宣傳的概念與表現手法，皆要以同

一品牌概念操作，方能創造消費者一致的「體驗」，「細節」與「創意」是體

驗行銷成功的關鍵。消費者要的不再是商品的功能與定位區隔，而是一種消

費的感受，行銷經理人可透過 Sense、Feel、Think、Act 以及 Relate 等五大

體驗，來發展體驗行銷模式。體驗行銷大師伯德∙史密特建議，行銷經理人

應擺脫「產品」行銷導向的「工程師」心態，而去了解消費者的消費細節，

進而創造能觸動人心、感官體驗的魅力品牌。(賴麗雪，2002/06/17，經濟日

報) 

 

蘇宗雄(2000)認為體驗行銷是透過感官行銷訴求，創造一種新鮮獨

特的感情或知覺體驗。他經由視覺、聽覺、味覺及嗅覺等刺激，引發顧

客動機、騷動需求，促使消費者產生購買，達到行銷目的。體驗行銷不

是忽視理性的品質與機能訴求，它是站在品質基礎上加強感性及官能訴

求。高明智(2001)指出站在消費者感官、情感、思考、聯想、行動五個

面向，重新定義、設計行銷作為的一種思考方式，就是體驗行銷。張慶

珍(2002)認為體驗行銷基本上是一種對傳統理性行銷的反動，揚棄傳統

行銷以理性分析產品功能以及效益為訴求的行銷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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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統行銷與體驗行銷 

傳統行銷強調效用性的觀念，認為顧客對於產品價值之界定在於效

用最大化，強調產品具體屬性的表現(Marshall 1890; Stigler 1950; 

Hirschman and Holbrook 1982)，認定顧客都是理性的，透過需求的確

認、資訊處理、方案評估以及最終的購買決策制定的此種系統性決策模

式(Nicosia 1966; Sheth 1974; Bettman 1979; EKB 1986)，視產品為

解決問題的方法，重視產品特性與效用(Ferber 1973; Bettman 1979)。 

Schmitt(1999)認為傳統行銷的四個關鍵特性為： 

1. 專注於宣導產品的性能與效益：傳統行銷人員假設顧客(企業顧客 

或消費者)在不同的市場(工業、消費、技術、服務)根據他們的重要性

考量功能、評估產品性能並且以最大的全面效益(重要特性的總和)選擇

產品。無法適應於此架構的每件事，就被貼上如「形象」或是「品牌」

的標籤，不需要深究其意義。最壞的情況是被當做是「不相關的」、「無

意義的」變數。Schmitt(1999)引用 Kotler 以寶鹼(Procter&Gamble)之

例：「寶鹼生產製造九種品牌的洗衣劑，該公司是從顧客對洗衣劑的效

益需求來區分這些品牌。如汰漬(Tide) 是『非常強效，完全洗淨衣

物。』。Ivory Snow 是溫和的，是用於尿布與嬰兒衣物。Dash 是寶鹼的

價格王牌，『處理頑強汙垢』且『價格低廉』。」說明行銷人員根據購買

人對產品所尋求的效益來將買主分類的現象。 

 

2. 產品分類與競爭只是狹隘的定義：在一位傳統行銷人員的世界中， 

麥當勞的競爭對手就是肯德基或漢堡王，而非必勝客披薩或星巴克咖

啡；又如香奈兒(Chanel)香水的競爭對手是克莉絲汀迪奧(Dior)香水，

而非與蘭蔻或歐萊雅(L＇Oreal)等品牌，或大眾市場零售商所供應的香

水競爭。精緻瓷器製造廠商視他們的競爭對手是其他精緻瓷器製造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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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卻忽略了其他替代性產品亦是潛在競爭者。對ㄧ位傳統行銷人員而

言，競爭主要是發生在定義狹隘的產品分類中，並將之視為產品與品牌

經理的戰場。 

 

3. 顧客被視為是理性的決策者：在這整個世紀，經濟學家、決策科學 

家、與行銷人員將顧客的決策過程視為直接了當解決問題的過程。正如

安格爾(Angel)、布萊克威爾(Blackwell)、密尼亞德(Miniard)所說，

問題的解決與周密的思慮有關，理智的行動保證帶來滿足需求的結果。

典型的顧客決策過程被認為包含以下幾個步驟：需求認知→資訊搜尋→

評估選擇→購買與消費。 

需求認知：顧客意識到在需求被滿足的理想狀態，與目前狀態間有道鴻

溝，因而刺激他縮減鴻溝。 

 

資訊蒐集：顧客蒐集資訊，或是商店裡比較類似的產品，或藉由閱讀型

錄或其他資訊，或從記憶中回溯先前的滿意選擇。 

 

評估選擇：顧客評估最後的選擇是執行類似一個多屬性模式的計算。他

決定每個屬性或效益的重要，分配重要性的比重，估量與評價在一個品

牌中呈現的屬性，並給分，然後加總計算。顧客接著比較每個品牌與其

他競爭品牌的全面效益。 

 

購買與消費：顧客購買最佳選擇(如果可以獲得)與使用它。除了習 

慣外，顧客藉由比較預期與真正的表現來產生滿意度。若顧客滿意， 

他將再度購買此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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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方法與工具則是分析的(迴歸模型)、定量的(定位圖)、口語的(焦點 

團體)：傳統行銷方法論與工具是分析的、定量的、口語的。以下為時

常使用的方法： 

迴歸模型：輸入到一個迴歸模式(與其變化後的分支：logit 模式)，典

型的方式是收集受訪者的口頭評價所組成。目的是根據一些測驗者的預

測購買或選擇，以評估分量。 

 

定位圖：將評價輸入至一張定位圖(與其變化後的分支：對應分析)，對

品牌以一些多半是功能特性尺度中輸入評價。輸出是由二次元或三次元

(品質對價值；或是功能性對奢華)的圖所呈現。在此方法中，一品牌是

被定位與另一品牌對立評比。 

 

焦點團體：這條市場研究的法則已成為金科玉律，不過幾乎完全根據口

頭的回答。焦點團體的催化人根據手中的索引卡，提出一個定位說明或

是新產品概念，並要求每個人自由聯想，但這是測試新產品點子的正確

方法嗎？ 

 

Schmitt(1999)強調，體驗行銷把顧客視為理性與感性的動物－時

常從是理性選擇但也時常受到情感驅策，顧客也想要娛樂、刺激、情感

衝擊與創新的挑戰，而體驗行銷的方法與工具有多種來源，不侷限於一 

個方法論，可以同時是高度分析與定量的，但也可能是直覺與定性的，

可能是口語的、視覺的，可發生在任何環境。傳統行銷與體驗行銷的差

異整理如表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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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行銷 體驗行銷 

行銷宣傳重點 產品功能、特色與效用 給顧客的獨特經驗 

對競爭者的界定 生產同類產品者 與消費情境相關者 

對消費者的看法 消費者是理性決策者 消費者理性感性兼具 

研究方法 數量分析 彈性、多元化的方法 

表 2.3.1：傳統行銷與體驗行銷的比較差異 

資料來源：Schmitt,2000,pp17~27 

 

圖 2.3.1：傳統行銷的四項主要特徵 

 

資料來源：B.H. Schmitt(1999). Experiential Marketing.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3. 

  

傳統 4P 組合的行銷手法，不能說完全沒有「體驗」的成分，只是

在行銷組合當中，消費者所能感受到是以產品為核心，較為單一與狹隘

的體驗，這樣的「體驗」只是圍繞著產品本身，或是所得到的效益打轉

(張慶珍，2002)。傳統行銷不強調品牌對消費者的體驗，而這也是在傳

產品功能與效益 

傳統行銷 

顧客是理性的

決策者 

產品種類與競

爭者定義是狹

義的 

研究方法是定

量的、分析的、

口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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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行銷中，品牌只被當成商品的識別，用以作為市場上的區隔策略之

因。體驗行銷所訴諸的，便是由商品體驗擴大到品牌體驗，且由多元使

用各種媒介使之豐富化，或是和我們生活型態有所連結，將品牌視為第

一線的體驗媒介，用以和其他品牌區別的正是特殊的、難忘的消費經

驗。因此在體驗行銷中，品牌所代表的象徵意義具有更豐富的內涵與個

性。 

那麼體驗是如何塑造出來的？企業如何為消費者設計一連串體

驗？在前面學者專家提到的體驗行銷已是現今行銷的趨勢，即行銷的重

點不再專注宣傳產品的性能與效益，而是塑造顧客體驗。Pine II, B. J. 

&Gilmore, J. H.(1998)體驗就像產品服務一樣必須經過一連串的設計

過程，如同編寫舞台劇本一般才能呈現出來，並歸納出設計體驗的五項

要素： 

1. 訂定主題(Theme the Experience) 

訂定明確主題是經營體驗的第一步，若缺乏明確的主題，消費者就 

無法整合所感受到的體驗，也無法因體驗而留下長久的記憶，有效的主

題應簡潔而吸引人。 

 

2. 以正面線索塑造印象(Harmonize Impression with Positive Cues) 

當主題建立了，還必須提供一個能帶著走且不可磨滅的印象，使它們充

斥在主題中。要創造印象，必須製造強烈的體驗線索，每個線索都必須

支持主題，與主題一致，一個不協調或不愉快的視覺或聽覺線索，會讓

顧客感到困擾或失落。 

 

3. 去除負面線索(Eliminate Negative Cues) 

要塑造出完整的體驗，除須設計正面線索，還須除去會削弱主題印 

象的負面線索，無意義、瑣碎的訊息應避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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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合加入紀念品(Mix in Memorabilia) 

消費者會把紀念品當作一個實體的紀念，透過紀念品回憶自身的體 

驗，若消費者沒有購買紀念品的需求，則可能意味體驗有所不足。 

 

5. 包含五種感官刺激(Engage All Five Senses) 

體驗中的感官刺激應該支持並增強主題，體驗中所涉及感官越多， 

體驗的塑造就越容易成功並令人難忘。 

 

  但這五項設計原則並不能保證企業能經營成功，企業還須考量市場 

供需因素，若企業無法提供吸引人的體驗、收取的價格超過消費者所感

受到的價值，或供應過量，就會面臨壓力(賴政豪，2004)。 

  Schmitt(1999)認為「今天顧客想要的是令他們感官暈眩、能觸動

他們的心、刺激他們的心思、與他們相關、與生活型態結合的產品或行

銷活動案」，因此不同於傳統行銷將焦點集中於性能與效益，體驗行銷

則是集中在四個主要的方向上。 

1. 焦點在顧客體驗上： 

  體驗行銷將焦點放在顧客體驗上。體驗的發生是遭遇的、經歷的、 

或是生活過一些處境的結果。他們對消費者的感官、心與思維引發刺

激。簡言之，體驗提供知覺的、情感的、認知的、行為的、以及關聯的

價值以取代功能的價值。 

 

2. 檢視消費情境： 

  對產品分類與競爭者定義，體驗行銷會在較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中

檢驗消費情境，所想到的不是洗髮精、刮鬍刀、吹風機或香水，而是「浴

室中的修飾品」，且自問怎樣的產品符合此種消費情境及怎樣的包裝、

廣告能讓使用前就增加消費體驗，不再只是思考單一的產品。體驗行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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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創造綜合效應，例如維京使用音樂的體驗，使得橫越大西洋的維京 

飛行更有趣，並使顧客走進電影院，他們可以在那品嘗維京可樂。正如

布蘭森所言：「我們經由零售、娛樂、食品、音樂與旅遊等，來集合維

京體驗。」 

  此外，體驗行銷人員對消費情境的意義有強烈的興趣，就像消費者

研究學者貝爾克(Russell Belk)、華倫道夫(Melanie Wallendorf)、與

雪利(John Sherry)已經指出：「當代的消費者定義一些物品或是消費體

驗，宛如代表某種更勝於其外顯形貌的東西。」消費者更可能將一些物

品賦予「神聖狀態」。他們認為：「經由他們的消費表達這些價值，與社

會或特定團體聯結誌慶。對一個社會來說，定義為神聖並表現價值的製

品，提供社會凝聚力與整合力。對個體而言，參與這些表達，提供了生

活意義，也成為體驗穩定、歡樂、與偶而狂喜的一個機制。」簡而言之，

消費者並未將每個產品當成是個獨立存在的項目，然後分析它的性能與

效益。相反的，消費者會詢問每個產品是如何適用於全面的消費情境，

以及消費情境所提供的體驗。因此，行銷人員不再只是思考一個孤立的

產品，而是跟隨社會文化消費向量(sociocultural consumption vector,  

SCCV)，為顧客找到一個較寬廣的意義空間。 

  另一個決定性的差異是，體驗行銷人員相信，影響一個品牌最有力

的機會，是發生於購物後的階段，這些體驗是顧客滿意與品牌忠誠度的

關鍵決定因素。然而大部份傳統行銷都是將焦點集中在說服上，敦促顧

客購買，而且不太關注於購買後發生什麼事。企業花費許多金錢以獲得

顧客青睞，但是缺乏傳遞品牌的承諾，造成顧客的不滿與高度品牌轉換。 

 

 

 

 



 26

3. 消費者是理性與感性的： 

  對一位體驗行銷人員而言，顧客同時受情感跟理性的驅策。即顧客 

雖然時常從事理性選擇，但也時常受到情感驅策，故消費體驗常常「直

接朝向狂想、感情與歡樂的追求」。此外，想向顧客是種動物，他有產 

生感官、思考、與感情的身體與心理的機制，這些機制是經過自然淘汰

的洗禮，以解決他們祖先在進化過程中所面對的問題。不幸的是，這廣

義的顧客觀念雖然結合心理學、認知科學、與進化生物學的最新發現而

來的，在行銷領域並無造成太大的衝擊。對今天的行銷人員而言，重要

的訊息是：不要認為消費者僅僅是理性的決策者，消費者想要的是娛

樂、刺激、情感衝擊與饒富創意的挑戰。 

 

4. 方法與工具有多種來源： 

 相較於傳統行銷分析的、定量的、口語的方法論，體驗行銷的方法

與工具是歧異與多面向的，即體驗行銷不是侷限於一個方法論的意識形

態；它有多種來源，但我們僅運用看起來像可獲得良好效果的，先求取

開創性，至於可靠性、有效性、與方法論的成熟度可稍後再擔心。有些

方法與工具可以同時是高度分析與定量的(如為測量溝通知覺衝擊的眼

部移動方法論)，也可以是直覺與定性的(如使用於了解創造思考的腦力 

集中技術)，可能是口語的(如募集一個焦點團體，徹底的面談)，可能

是視覺的，也可能發生在任何環境。這些方法與工具常常是清楚陳述的

(例如，運用一個現有的情況)，而非制定通則(對所有的應答者提供相 

同標準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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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體驗行銷的四項主要特徵 

 

資料來源：B. H. Schmitt(1999). Experiential marketing.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32. 

 

三、策略體驗模組 

Schmitt 將傳統行銷的觀點包含其中，並以個別消費者的心理學理

論及社會行為為基礎，整合提出體驗行銷(experiential marketing)，

作為管理顧客體驗的概念架構。他指出體驗行銷有兩個層面：策略體驗

模組(Strategic Experiential Modules，SEMs) 及體驗媒介

(Experiential Providers，ExPros)。策略體驗模組是管理者用來創造

不同的顧客體驗形式，可作為策略的基礎，針對各種不同媒介塑造行銷

情境，以創造顧客體驗。 

模組學(modules)對認知與心智的研究，指的是個體思考與行為的

整體範疇。而策略體驗模組可以說是體驗行銷的策略基礎，

Schmitt(1999)所提出的五種策略體驗模組，目的在於為顧客創造不同

的體驗形式，分析如下： 

顧客是理性與感性

的 

研究方法是彈

性的 

消費過程是整

體的體驗 

 顧客的消費體驗 

   體驗行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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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官(Sense)：創造感官衝擊，打動消費者，為產品增添附加價值。

以五種感官為訴求，分別為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與觸覺。感官行銷

的目的，是經由知覺刺激，提供美學的愉悅、美麗、興奮與滿足。誠如

我們所看到的，感官行銷需要對如何達成知覺衝擊有所了解。 

 

2. 情感(Feel)：藉由提供某種體驗，使消費者對公司品牌產生情感，

或是觸動消費者內在的情感與情緒的策略方法。情感體驗其範圍由品牌

與溫和和正面心情的連結(例如，不耐久的雜貨店品牌或是服務)，到歡

樂與驕傲的強烈情緒(例如，耐久的消費品牌或科技產品)。我們將會看

到，大部分自覺情感是在消費期間發生的。因此，典型的情緒廣告常常

是不適當的，因為它不以消費期間的感情為目標。情感行銷運作需要的

是，真正了解刺激可以引起何種情緒，以及促使消費者自動的參與。 

 

3. 思考(Think)：思考體驗訴求的是智力，目標是用創意的方式使顧

客創造認知與解決問題的體驗。思考訴求經由驚奇、引起興趣，挑起顧

客做集中與分散的思考。 

 

4. 行動(Act)：行動體驗的目標是影響身體的有形體驗、生活型態與

互動。行動體驗藉由增加身體體驗，指出做事的替代方法、替代的生活 

型態，並豐富顧客的生活。生活型態的改變，自然是更有動機的，是激

發與自發的，而且是由角色典範引起的(例如電影明星或知名的運動

員)。 

 

5. 關聯(Relate)：關聯體驗包含感官、情感、思考與行動體驗等層面。

然而，關聯體驗超越個人人格、私人感情，因而加上「個人體驗」，而 

且讓個人與理想自我、他人、或是文化產生關聯。關聯體驗的訴求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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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改進的個人渴望，例如，想要與未來的「理想自己」有關，訴求的

是要別人產生好感(例如，同儕、女朋友、男朋友、或是配偶、家人與

同事)，讓人和一個較廣泛的社會系統產生關聯(一個次文化、一個國

家)，因此建立強而有力的品牌關係與品牌社群。透過社群的觀點、宣

示與昭告，對潛在的社群成員產生影響。 

 

 策略分類   訴求目標   訴求方式   案例 

感官(Sense) 經由知覺刺激

創造感覺衝

擊，提供顧客美

學的愉悅、興奮

與滿足感以為

產品添加附加

價值。 

瞭解如何達到

感官衝擊，經由

視覺、嗅覺、味

覺與觸覺等方

式，完成刺激—

過程—結果的

模式，創造知覺

體驗的感覺 

Absolute 伏特加 

情感(Feel) 針對顧客內在

感情與情緒，藉

由提供某種經

驗，觸動個體內

在情感與正向

情緒，使消費者

對組織、產品與

品牌產生正向

情感反應。 

瞭解何種刺激

可以引起消費

正面心情、歡樂

情緒，並促使消

費者主動參

與。同時我們將

會看到，大部分

自覺情感是在

消費期間發生

的。 

Haggen-Dazs 冰淇

淋專賣店、Hallmark

卡片廣告、在餐廳設

計上呈現特定年代

的風格，引發人們懷

舊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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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Think) 鼓勵顧客從事

較費心與較具

創意的思考，促

使他們對企業

與產品重新進

行評估，引發個

體思考，涉入參

與，造成典範的

轉移。當人們重

新思考舊有的

假設與期望

時，思考形銷可

能有所呼應，甚

至可能成為引

導社會中重要

的典範轉移。 

訴求智力，用創

意的方法，經由

驚奇、引起興

趣、挑起消費者

作集中思考與

分散思考，使顧

客創造認知與

解決問題的體

驗，鼓勵顧客進

行與原有生活

作截然不同的

創意思考，增加

涉入程度。 

Microsoft ＂Where 

do you want to go 

today?＂、YAHOO 奇

摩「誰讓名模安妮懷

孕？」(註一)電視廣

告造成網頁點閱率

大增的情況，及「奇

摩知識家」，提供人

們傳播綜合知識的

網路平台，方便人們

提問與找尋解答。 

行動(Act) 創造與身體較

長期的行為模

式或生活形態

相關的顧客體

驗，增加與顧客

互動或讓顧客

主動進行體

驗。 

藉由增加身體

體驗，指出做事

的替代方法、替

代的生活型態

與互動，並豐富

消費者的生活 

Nike 的 Run 2005 路

跑活動、或 ING 安泰

國際馬拉松路跑，書

店舉辦系列講座活

動等。 

關聯(Relate) 關聯體驗的訴 包含了感官、情 胡智博(2004)例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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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將個人與

「反射於一個

品牌中的社會

與文化的環境」

產生關聯，讓個

人與他人、特定

社群或文化、抽

象實體產生連

結。 

感、思考、行動

行銷等層面，但

超越個人人

格，私人感情，

加上「個人經

驗」，讓品牌與

社會文化的環

境產生關聯，對

潛在的社群成

員產生影響。 

新加坡「毛之家」餐

廳，侍者帶著紅星

帽、餐廳室內空間以

共產黨的標語、海

報、毛語錄、五星級

裝潢，而餐點則是毛

澤東愛吃的食物。該

餐廳即是讓對於共

產主義的符號充滿

好奇的消費者前來

一探究竟。 

表 2.3.2：策略體驗模組 

資料來源：Schmitt(2000)體驗行銷(第 127~255 頁)。王育英、梁曉甇

譯。台北：經典傳訊文化出版。 

註一：卜繁裕(2005 年 1 月)。「名模懷孕，網友緝凶—啟動 1200 萬次搜

尋引擎！」。e天下雜誌，170~17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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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3：體驗行銷的終極目標 

 

  

 

                   

資料來源：Schmitt(2000)體驗行銷。王育英、梁曉甇譯。 

 

  由體驗的定義，得知體驗視一種特殊的經驗。而透過各項媒介結合

以上提及五種形式的策略模組，能將消費者接受刺激的範圍從感官拓展

至心靈、思維方面，甚至是超越感官與心靈並拓展到生活形態方面，因

此就此層面而言，體驗行銷以不再是單純銷售以及消費行為。 

事實上，誘發這種特殊的體驗或經驗，有時是仰賴於個人的生活經

驗與體驗媒介；而為了能夠多方面去營造消費體驗，上述五種策略形式

是能交互、參雜使用。而在單一的媒介當中，有時是能誘發不同的體驗。

而一項媒介中參雜不同體驗的情形，稱之為體驗雜型。 

綜合以上文獻探討，大致可以得之體驗行銷基本上是一種對於傳統

理性行銷的反動，揚棄傳統行銷以理性分析產品功能及效益為訴求的行

           整體體驗 

          感官 

          情感 

          思考 

          行動 

          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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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手法，並以感性的消費情境及媒介塑造令人難忘的經驗來獲得消費者

的認同，並透過各種行銷廣告、活動與行銷事件來刺激消費者的感官及

心靈。 

無論是各種視覺識別、廣告、產品、空間或包裝，透過美學上所給

予消費者吸引，以達到情感及思維上對品牌的認同。就活動而言，可能

是一種特殊的行銷活動經驗；就產品而言，可能是有趣或奇妙的使用經

驗；就視覺識別或廣告而言，可能創造的是一種令人目眩或發人省思的

視覺及感官體驗。換言之，體驗行銷的訴求在於創造與滿足消費者更深

一層的消費渴望，甚至創造一種流行神話來左右消費者的消費慾望；因

此為了囊括多數的消費族群，在廣告宣傳上所使用的策略便無法侷限使

用單一、直接且明確的策略。這是與傳統行銷面對固定消費群眾所採取

直接廣告資訊傳遞最大的差異。 

 

四、體驗媒介 

就「如何提供」這個問題，Schmitt(1999)認為在創造感官、情感、

思考、行動或關聯行銷方案時，用於執行面的七種「體驗媒介」(ExPros)

是重要的戰術執行的工具組合，它們包括溝通(communications)、視覺

口語的識別(verbal identity and signage)、產品呈現(product 

presence)、共同建立品牌(co-branding)、空間環境(spatial 

environment)、網站與電子媒體(electronic media)、人員(people)，

說明如下表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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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媒介種類          形式      範例 

    溝通工具 

  (Communication) 

廣告、公司外部與內部溝

通(如雜誌型廣告目錄、小

冊子與新聞稿、年報等)、

品牌化的公共關係活動案

等 

情人節前的金飾

與鑽石廣告 

   口語與視覺識別 

(Verbal Identity and 

Signage) 

品牌名稱、商標與標誌系

統等 

最有名的商標，

如麥當勞、可口

可樂及 Intel 等

   產品呈現 

(Product Presence) 

產品設計、包裝、品牌吉

祥物等 

國內的大同寶寶

   共同建立品牌 

  (Co-branding) 

事件行銷與贊助、同盟合

作、授權使用、電影中產

品露臉、以及合作活動案

等 

BMW、歐米茄手錶

等出現在電影

中、可口可樂贊

助奧運 

    空間環境 

(Spatial Environment) 

建築物、辦公室、工廠空

間、零售等公共空間、以

及商展攤位 

星巴克的咖啡環

境、主題商店 

 網站與電子媒介 

(Web Site &Environment) 

網站、電子佈告欄、線上

聊天室等 

亞馬遜

(Amazon) 、美國

線上(AOL) 

       人員 

     (People) 

銷售人員、公司代表、客

服人員以及任何與公司或

品牌連結的人 

蕭薔代言 SKII

的產品 

表 2.3.3：體驗行銷的七種體驗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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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Schmitt(2000)體驗行銷(第 96~123 頁)。王育英、梁曉甇譯。

台北：經典傳訊文化出版。 

 

五、體驗矩陣 

Schmitt 以策略體驗模組與體驗媒介，建構出體驗矩陣

(Experiential Grid)，用來作為體驗行銷的主要策略規劃工具，以便

行銷人員視企業所要給予消費者的體驗訴求彈性運用、修正與正確執行

計畫。而體驗矩陣的目標，便是讓關於品牌策略的體驗議題，更為寬廣。 

               

                圖 2.3.4：體驗矩陣的策略性議題 

 

           資料來源：Schmitt, Bernd 

H.(1999),“Experiential Marketing：How to get consumers to sense, 

act, and relate to your company and brand,＂New York：the free 

Press,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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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

品牌 

擴 

展 

或 

集 

中 

 多元或單一 

   密集或散佈 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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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強度：密集或散佈 

強度關係到體驗矩陣理的個別空格，這是指針對某特定體驗媒介所 

能提供的特殊經驗，是應該提升這種體驗，還是去擴散？ 

 

2. 廣度：多元或單一 

廣度牽涉到體驗媒介的全面管理。縱觀大局，是否應增添更多元化 

的體驗媒介，藉以協力提供相同的經驗，因而達到充實即補強某種特定

體驗的效果？還是將一切都濃縮到單一體案媒介當中，藉以簡化該項體

驗？ 

 

3. 深度：擴展或集中 

深度則關係到策略體驗模組的全面管理，即整個行銷個體是否應該 

擴展它的體驗性感召力，由個人體驗晉升到整體體驗，或是僅僅集中於

某項單純體驗？ 

 

4. 連結：連結或分離 

連結牽涉到體驗策略模組與體驗媒介之間的相互關聯。通常僅增添 

體驗模組是不夠的，更要考慮模組間是否能互相連結。不過，在某些情

況，體驗矩陣可能拓展得過廣，因而變得大而無當、意義盡失，此時就

有必要將各項體驗逐項分離。若想成功地掌控這些策略性課題，就必須

擇定一種體驗行銷方式，並且對其奉行不違。多年來，公司一談到行銷，

就只一味吹噓其產品的性能與效益，因此在初試體驗行銷時，往往只能

設想出泛泛無奇的體驗行銷策略，他們會採用過分擴散或簡化的方法，

只會專注在某一項體驗，或運用上多元體驗，卻不懂如何銜接各項體

驗。如果要修正這些缺點，顯然在策略規劃上必須強化和充實既有體

驗，再適時增添新型體驗，並且按部就班逐漸將各項體驗連結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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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體驗行銷的衡量 

Schmitt & Josco B. (1999)經過多年發展並通過信度及效度測試的

一套用來評估體驗行銷之五種形式(感官、情感、思考、行動、關聯) 與

其所運用的體驗媒介如一個商標、一則廣告、某個店面空間、某個網站

是否能誘發上述五種形式的體驗。依照每樣體驗媒介列出幾個包含正向

與負向敘述之問項，由受訪者依其對問卷所敘述之體驗的主觀感受到的

程度進行勾選，從「非常不同意」、「很不同意」「不太同意」、「無意見」、

「有點同意」、「很同意」到「非常同意」。受訪者在這些題項上所得分

數越高，表示受訪者越同意題目所描述的狀況，詳見表 2.3.4。 

Schmitt(1999)建議在進行下列計畫時可以延用他的此套工具： 

1.全面稽核公司的體驗行銷方式 

2.評鑑各體驗媒介的體驗層面 

3.為公司品牌規劃出體驗媒介和策略體驗模組 

4.擬定策略和實務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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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模組 

        這項(體驗媒介)試圖吸引我的官能感(+) 

        我覺察到這項(體驗媒介)饒富趣味(+) 

        我覺得這項(體驗媒介)缺乏感官上的魅力(-)------------

採負向問法 

情感模組 

        這項(體驗媒介)企圖把我引導到某種情緒氣氛中(+) 

        這項(體驗媒介)能激起我的情緒反應(+) 

        這項(體驗媒介)並不企圖激發我的情緒反應

(-)------------採負向問法 

思考模組 

        這項(體驗媒介)頗發人深省(+) 

    這項(體驗媒介)引發我的好奇心(+) 

    這項(體驗媒介)並不企圖去刺激我從事創意思考

(-)---------採負向問法 

行動模組 

       這項(體驗媒介)企圖讓我檢討自己的生活方式(+) 

       這項(體驗媒介)提醒我一些能夠去採行的活動方案(+) 

       這項(體驗媒介)並不企圖讓我去思考行動行為方面的事

(-)-----採負向問法 

關聯模組 

        這項(體驗媒介)企圖讓我去思考與他人的關係(+) 

        透過這項(體驗媒介)，我和其他人增加了某種關聯(+)  

        這項(體驗媒介)並不企圖提醒我某種社會規範和佈局(-)---

採負向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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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4：衡量體驗行銷策略體驗模組及體驗媒介之基礎題項資料 

來源：Schmitt(2000)體驗行銷(第 99 頁)。王育英、梁曉甇譯。台北： 

經典傳訊文化出版。 

 

  綜合本節文獻內容，由正確主題以及適切的體驗設計過程，加上感

官、情感、思考、行動以及關聯等體驗形式配合體驗媒介之運用所帶給 

消費者的刺激，將能夠使消費者感受到產品本身的價值因而認同該企

業，對該企業產生喜好與忠誠，最後願意為消費該企業的產品支付報酬。 

 

第四節 顧客滿意度 

  顧客滿意對於企業而言是需要持續追求的重要目標(Kotler 

1991)，而根據 Schmitt(1999)的看法，產品或服務等可以滿足越多的顧

客價值時，會帶來較高的顧客滿意，而顧客滿意與再購之行為意向有正

向相關。有關顧客價值與顧客滿意皆為行銷領域中的重要議題，在文獻

整理中可以發現許多支持顧客價值對於顧客滿意有顯著的影響(楊素

蘭，2004)。袁薏樺(2003)以服務品質、服務價值與體驗價值為架構的

研究中也有同樣的發現。 

Cardozo(1965)首先將「顧客滿意度」(Customer satisfaction)之

概念應用，他指出顧客滿意會增加顧客再次購買的意願與行為。他將顧

客滿意度的概念引進到行銷學的範疇之後，後續學者多以整體顧客滿意

來預測消費者行為(Czepiel, Rosnberg &Akerele 1974; Anderson, 

Fornell & Lehmann 1994)。因此本章第四節將對顧客滿意與行為意向

之關係、衡量構面等進行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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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顧客滿意 

 過去相關學者對於顧客滿意的定義大致上皆從顧客實際消費結果

(Outcome-Type)來界定(Bloemer & Odekerken-Schröder 2002)，亦即

認為滿意是消費者預期水準與實際水準的差距所造成(王金酩，2004)。

學界長久以來雖對滿意度的相關議題有所爭議，但有一項共識，即認為

「品質」與「滿意」是相似但卻不相等的概念，學者亦實證指出，衡量 

品質的尺度並不等於衡量滿意度的尺度(Mittal and Lassar, 1998)。

然而，學者對於顧客滿意度的定義仍存在著不同觀點，茲整理如下表

2.4.1： 

 

    學者        定義 

Howard & Sheth(1969) 「顧客滿意」是顧客對於其所購買之商品

的付出，與所獲得的報酬進行事後評估檢

視是否達到滿足的心理狀態。 

Czepiel et al.(1974)  「顧客滿意度」是一整體累積的構念，是

對於該組織的特定產品或服務滿意度及對

於組織不同面向的滿意度加總。 

Hempel(1977) 「顧客滿意」是決定於消費者對產品利益

之預期水準的實現程度，對於產品的取得

或消費經驗中的驚喜所做的評價。 

Oliver (1981) 「顧客滿意度」為產品取得和消費經驗所

造成驚奇程度的評估。因此顧客滿意度牽

涉到兩個認知變數，一個為購買前的期

望，其二為不一致(discon-firmation)。 

Churchill & 「顧客滿意」是指顧客比較購買產品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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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renant(1982) 付出的成本(如金錢、時間、心力)與使用

產品所獲得效益的結果，即是成本／效益

分析。對於某些產品，顧客滿意度之評估

主要來自認知的實際產品績效(Product 

Performance)與原始期望的缺口，與購買

前期望無關。 

Day(1984) 「顧客滿意」是在顧客購買後，評估購買

前預期與購買後產品實際表現之差距時的

一種反應。 

Cina(1989) 「顧客滿意」是消費者本身的期望與服務

經驗的關係，若消費者被服務的經驗未達

期望時，就會產生「失調」的感覺，反之

則消費者滿意將會提高。 

Peter& Olsen(1990) 「顧客滿意」是顧客購買前的預期被實現

或超過的程度。 

Kolter(1991) 「顧客滿意」是一個人所感覺的水準，係

源自其對產品知覺績效(或結果)與個人對

產品的期望，兩者比較後所形成的。滿意

乃知覺績效與期望的函數，即顧客滿意度

＝實際感受到的服務／期望的服務。 

Bolton et al. (1991) 「顧客滿意」為顧客購後經驗所產生之情

感因素，可能會影響顧客對於服務品質、

購後意願和行為的評估。 

Fornell(1992) 「顧客滿意」為顧客在購買產品或使用服

務後的整體衡量，透過經驗為基礎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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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體性態度。 

Engel, Blackwell & 

Miniard(1993) 

「顧客滿意程度」為顧客使用產品後會對

產品績效與購買前信念二者間的一致性加

以評估。當二者間有相當的一致性時，顧

客將會獲得滿足。反之，若消費者對產品

之信念與產品實際績效二者間看法不一致

時，消費者將產生不滿意。 

Davis & Heineke(1994) 「顧客滿意」可由兩方面來定義：1.滿意

是不一致(disconfirmation)的函數：滿意

是「認知－期望」的函數，顧客對服務的

期望來自兩方面：一為顧客與業者第一次

接觸前，透過廣告或口碑宣傳，二為與業

者接觸後的個人經驗；而期望可分為兩個

構面討論，一為顧客想要(desired)的服務

程度，二為顧客預期的(expected)服務程

度。2.滿意是認知(perception)的函數：

滿意需視顧客對服務績效的認知而定，而

非認知與期望的不一致。 

Anderson, Fornell & 

Lehman(1994) 

從特定交易(Transaction-Specific)與累

積交易(Cumulative)二種不同的觀點去解

釋「顧客滿意」。其中特定交易觀點指顧客

滿意度是顧客對某一特定購買場合或購買

時點的購後評估，可提供對特定商品或服

務之績效診斷資訊；而累積交易觀點則視

顧客滿意度為顧客對商品或服務之所有購



 43

買經驗的整體性評估，可提供企業過去、

目前與未來經營績效之重要指標。 

Kotler(1997) 「顧客滿意」來自消費者對購買後的產品

或服務，其功能特性或使用結果的知覺及

個人對產品的期望，在兩相比較後所形成

感覺愉悅或失望的程度，換言之是顧客預

期的程度與實際認知差距的評估。 

Hernon et al(1999) 建立顧客滿意度應包含兩個部分： 

1.對直接接觸人員：顧客對服務員的滿意

／不滿意程度； 

2.整體服務：顧客根據以往的經驗及對所

有服務員的滿意／不滿意程度。 

表 2.4.1：顧客滿意度文獻整理 

 

綜合以上的文獻探討，可得知顧客滿意的定義大約可分為成本效 

益、認知、情感及整體性，主要概念應包含：顧客滿意是由消費者對 

所購買產品或服務後的評估所得、顧客滿意與「事前預期

(Expectation)」相關、顧客滿意為顧客的主觀認定、顧客滿意是顧客

對特定產品或服務及對提供該特定產品或服務之組織綜合面向的滿意

程度之加總。總之，可歸納出顧客滿意度其實是一種對產品或服務的「事

前預期(Expectation)」與「感受到的實際表現(Perceived 

Performance)」之評估與比較。當顧客購買品或服務後，所感受到的實

際表現能符合或超過事前預期，則顧客會感到滿意；反之，若低於事前

預期，則會有不滿意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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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顧客滿意度的衡量 

 顧客滿意度指標的衡量，密西根大學全國中心 Fornell(1989)首先

提出瑞典顧客滿意指標(Sweden Customer Satisfaction Barometer：

SCSB)，針對瑞典大型行業中的 130 多家公司進行研究與分析。Fornell

提出關於顧客滿意之一般性衡量方式，已經達到顧客滿意的量化，且可

作為全國性比較的基礎。 

  

  該模式是以理性期望理論(Rational Expectation Theory)為基

礎，認為顧客的滿意程度會受到顧客「購買前期望」與「購買後感受到

的績效」的影響，而顧客滿意度的提升，會導致顧客「忠誠度」的增加；

反之，可能會產生「抱怨」及「忠誠度」下降。  

SCSB 包含對兩個衡量構面的顧客滿意：品質及顧客期望。模式如圖

1.4.1 所示。 

                 圖 2.4.1：Fornell 顧客滿意瑞典模式 

 

資料來源：Fornell,“A National Customer Satisfaction Barometer: 

The Swedish Experience.＂Journal of Marketing, 55(1992) ：15. 

 

 

   品質 

 價值 
 滿意度

  抱怨 

 忠誠度 

 顧客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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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nell 接著在 1994 年著手發展美國顧客滿意度指數(Americ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ACSI)，針對 34 個大型行業中的 200

多家公司進行調查(Fornell et al., 1996)。模式中使用六個構面進行

衡量，除價格容忍及抱怨行為之外，其餘均以 10 點尺度進行衡量。與

SCSB 模式最大差異在於模式增加「感受品質」構面，並與「感受價值」 

構面分離，同時增加該構面對顧客滿意影響行為之衡量。此外，該模式

認為品質經驗可再分為兩個構面：1.客製化程度(customization)；2.

可靠性(reliability)； 

  此模式中會就客製化品質、可靠性品質及整體性品質進行評估，以

進一步與「感受價值」區別。當相對於品質之下，價值的增加會使價格

成為滿意的重要決定因素，此外，該模式並視品質為價值之要件

(Fornell et al.,1996)。 

   

                         圖 2.4.2：ACSI 模式 

資料來源：Fornell, C., Johnson,M. D., Anderson,E. W., Cha,J.,and 

Bryant, B.E.,“The Americ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Nature, 

purpose and findings,＂Journal of Marketing, Vol.60,pp. 7-18, 

(1996). 

 顧客期望 

感受價值 
 滿意度

 抱怨行為 

 顧客忠誠 

 感受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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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SB 與 ACSI 對顧客期望、感受品質及顧客滿意這三個構面均分別

各以三個因數進行衡量：顧客期望構面之衡量因素： 

1. 對品質的整體期望(overall expectation of quality)。 

2. 產品符合消費者個人需求的程度(how well the product fits   

  the customer＇s personal requirement)。 

3. 多久會發生問題(how often the product would go wrong) 

 

  感受品質構面之衡量因素： 

1. 對產品經驗之整體評估。  

2. 產品符合消費者個人需求的程度。 

3. 多久會發生問題 

 

  顧客滿意構面之衡量因素： 

1. 整體滿意。 

2. 與期望一致/不一致。 

3. 顧客理想中產品與品質之比較(quality versus the customer＇s        

  ideal product in the 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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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顧客忠誠度 

 

一、顧客忠誠度的定義 

  在現代的行銷概念中，留住顧客的手段並非只是一再的提高滿意

度，而關鍵是在提升顧客的忠誠度，因忠誠度的效益不但長久而且具有

累積效應，即如果企業能將忠誠度持續得越久，越能從顧客那裡獲得更

多的利益。而以下本研究將顧客忠誠的定義及衡量的方法做相關的整理

及回顧。 

 

      學者       定義 

Hepworth & Mateus(1994) 認為顧客忠誠乃再次購買或購買

該公司其他產品的意圖及向他人

推薦的意願。 

Prus & Brabdt(1995) 顧客滿意驅動顧客忠誠，且顧客忠

誠包含顧客對某一品牌或公司的

長久關係維持的承諾，最終由態度

及行為的組合表現出來。其態度包

括再次購買或購買該公司其他產

品的意圖、他人推薦的意願以及面

對競爭者免疫力。其行為包括重複

購買、購買該公司其他產品及向他

人推薦的行為。 

Jones & Sasser(1995) 顧客忠誠是顧客對某特定產品或

服務的未來再購買意願，並認為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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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忠誠度分為長期忠誠和短期忠

誠兩種，長期忠誠是顧客長期的購

買，不易改變選擇，而短期忠誠是

指當顧客有更好的廠商或產品選

擇時，就會立即轉換目標。 

Oliver(1997) 顧客忠誠度定義為「儘管環境的改

變及競爭者在行銷上的努力對於

消費者的轉換行為具有潛在性的

影響，但消費者仍願意付出一種高

度的承諾，並在未來再購買或再消

費其喜好的商品或服務，而造成對

同一個或同一群品牌的重複性購

買。」 

Singh & Sirdeshmukh(2000) 顧客忠誠是消費者願意繼續與服

務提供者維持關係的一種傾向。 

表 2.5.1:顧客忠誠度文獻整理 

 

二、顧客忠誠度的衡量 

行為意向往往可視為顧客忠誠度的指標，根據 PZB(1996)的研究，

可區分為正向與負向的行為意向。當顧客對公司存有正向意向時，反應

往往是會讚許該公司、對該公司產生偏好或增加對該公司產品或服務的

購買數量等；反之若顧客對公司有負向的行為意向時，其反應往往是會

選擇離開該公司、或減少對該公司的購買數量。 

  Day(1969)認為顧客忠誠度乃是顧客內心驅使其持續不斷購買某產

品或服務的行為。Oliver(1980)認為消費者會根據以往個人體驗產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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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而對一項產品或服務的態度則會影響其購買意願。Stun & 

Thirty(1991)認為顧客的忠誠度應較注重四種行為面向的指標「重複購

買」、「購買該公司其他產品」、「向他人推薦」、「對競爭者的免疫程度」。

Fornell(1992)則以重複購買之意向、顧客滿意及顧客對價格的容忍情

形來衡量顧客忠誠度。 

Fornell et al.(1996)認為顧客滿意可導致顧客忠誠，顧客在使用

特定的產品或享受服務過後，會對該產品產生一種態度，若覺得滿意，

再次購買的可能性比較高，久而久之形成一種態度上的忠誠，而且可能

會透過口耳相傳，將對此特定產品的經驗分享給親友。 

Jones & Sasser(1995)提出顧客忠誠度反映在行為面向上會有三種

主要形式，分別是： 

1.可與顧客滿意連結的「再購意願」－ 

  即顧客願意再次接受某種產品或服務的程度。顧客的答覆雖然只是

未來行為的指標，而非一項保證，但仍具有其重要性；另外，基於分析

的目的，可將其再購意圖和滿意情形做連結，這樣再購意願變成為未來

行為的強力指標。 

 

2.「初級行為」－ 

  指實際上發生重複購買的行為。依照產業之不同，公司可由各種交

易資料來評估顧客水準，並衡量實際的再購行為，如最近一次購買時

間、購買頻率、蓋買數量等。 

 

3.「次級行為」－ 

  顧客主動向朋友或家人推薦的行為。顧客的介紹、公開推薦及口

碑…等，對公司來說是很重要的。對很多的產品及服務而言，口碑是獲

得新顧客的最重要因素。對顧客而言，要誠實回答是否將產品或服務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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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給他人，要比回答對該產品或服務有再購意願，來得容易多了。 

  Oliver(1997)認為忠誠度可分為立即忠誠(short-run)與長期忠誠

(long-term)，在立即忠誠方面可用口碑、推薦行為與抱怨來衡量。在

長期忠誠方面分為四個階段來衡量，分別是認知忠誠(Cognitive 

loyalty)、情感忠誠(Affective loyalty)、意志忠誠(Conative loyalty)

和行動忠誠(Action loyalty)，其所表示意義如下： 

1. 認知忠誠(Cognitive loyalty) 

  認知忠誠階段的消費者重視的是商品的表現績效，如成本、利潤、

功能、特性、外形或先前對商品的知識或經驗等資訊的效用的認知，容

易受競爭商品的價格誘惑所吸引，因而轉換其他商品。故此階段消費者

容易有轉換忠誠的對象。 

 

2. 情感忠誠(Affective loyalty) 

  情感忠誠則是一種喜好忠誠，由消費者長期累計的滿意經驗，有正

向的滿意後，而產生對品牌的喜好態度和情感。但此類消費者也比較容

易受到負面資訊的影響，而心生不滿，或受到競爭者或替代品的行銷誘

惑所吸引，進而產生態度轉變並因而轉換產品。但此階段的忠誠允諾程

度比認知忠誠階段的顧客來得高 

 

3. 意志忠誠(Conative loyalty) 

  意念忠誠為行為意圖忠誠，受持續的正面情感影響，產生對企業或

品牌有很深的承諾再去購買，以致於消費者會產生再購買某一產品的允

諾，是一種不會實際行動的預期意圖或再購買動機。這時的忠誠顧客已

可忍受一些不滿事件，但仍可能會受到競爭品牌的促銷誘惑，忠誠允諾

程度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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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行動忠誠(Action loyalty) 

  行動忠誠為習慣性購買行為，從意圖轉換為真正以行動去購買相同

企業或同一品牌的產品。孫美君(民 89)說明此階段消費者會遵守允諾，

產生實際購買行為，且會克服一些可能會阻礙實際購買行為的障礙，

如：消費者偏好購買的某產品缺貨時，他會等待直到產品補貨為止，而 

這段期間內，消費者不輕易購買其他產品品牌；或當競爭產品進行如減

價拍賣的促銷活動時，消費者並不受其誘惑而產生換購行為。此階段顧

客的行為受習慣所支配，除非產品發生無法補救的錯誤時，消費者才會

改試其他產品，其忠誠允諾程度最深。 

而有關顧客行為意向的衡量指標，Boulding et al.(1993)以「再

購意向」及「是否願意推薦」兩問項來對服務品質進行衡量。Mittal and 

Lassar(1996)曾以「工作及服務品質」、「整體滿意」、「推薦意願」及「轉

換意願」等指標來衡量顧客是否願意繼續接受公司後續的服務。 

  Grabarino & Johnson(1999)在一項對劇院的顧客研究中，採顧客

「未來參與」、「未來訂購」及「捐款意願」等三項指標來進行衡量。 

Gronholdt, Martensen & Kristensen (2000)指出，顧客忠誠度可

由四個指標構成；包括顧客的「再購意願」、「向他人推薦公司或品牌的

意願」、「價格容忍度」、「顧客交叉購買的意願」(指購買同公司其他產

品的意願)。 

綜合以上各學者對顧客行為意向的看法與所提出之衡量指標，其主

要概念應包括：顧客滿意對顧客行為意向與顧客忠誠度的影響具正向關

係、行為意向之衡量則大致以「再購意向」及「是否願意推薦」為主要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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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顧客滿意度與顧客忠誠度的關係 

  歐洲學者發展出歐洲顧客滿意指標(ECSI: Europe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模式，顧客滿意會直接影響顧客忠誠，且企業形

象與人員所呈現的感受品質也具有直接的影響(Gronholdt, Martensen 

& Kristensen, 1999)。 

圖 2.6.1：(ECSI: Europe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模式圖 

 

 

資料來源：ECSI Technical Committee,“Europe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Foundation and Structure for Harmonized Pilot 

Projects,＂Report prepared for the ECSI Steering Committee, 

October(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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