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在前面大部分的章節談論新消費工具的運作，以及新消費工具是

如何透過它所創造的驚奇魅惑在其中的消費者，而消費者真的只是如

Ritzer 所說的在其中被剝削而已嗎？消費者在新消費工具中真的就如操

控新消費工具的人所期待的嗎？消費者又在消費的過程中得到什麼？我

們將在這個章節藉由對於消費者訪談結果的分析，嘗試說明消費者認為在

星巴克當中所得到的到底是什麼？在這裡本研究引用「體驗」的概念說明

消費者認為他們並不是單純地被新消費工具所剝削，體驗才是讓消費者流

連忘返、持續消費的主要原因，與新消費工具的驚奇相配合才能達到最大

的效果，只有單方面是無法讓消費者繼續掏腰包的，但是如果新消費工具

連消費者的體驗都能夠囊括進來，消費者將更難抵抗被剝削的事實。 

另外，在這個章節還要討論，由於星巴克的出現，對於台灣消費者的

生活風格又造成怎樣的轉變？麥當勞當初進入台灣消費社會時，造成其他

店家的模仿外，也造成消費者在消費習慣及行為上產生一些與原本消費者

行為不同的現象，也創造出獨特的生活風格，如今星巴克同樣也對台灣的

消費社會產生影響，本研究將在第二節的地方進行分析，討論星巴克究竟

對台灣消費者在生活風格上產生怎樣的轉變？這個章節主要是透過消費

者本身的消費意識來說明消費者認為可以透過「體驗」與「生活風格」的

展現，以抵抗被新消費工具所剝削，因為消費者在其中展現自我的意識，

因此他們並不認為或不意識到自己是被新消費工具所剝削的，但事實上消

費者還是被迫消費更多不需要或不預期的商品及服務。 

 

星巴克帶給消費者的體驗是否像他們所宣稱的：「『星巴克體驗』是吸

引消費者的主要因素，甚至讓消費者因為認同進而成為一位『夥伴』」？

是否又像報紙上所提到的：「統一星巴克在主要門市設立『咖啡專區』，由

咖啡大師專人指導如何品嘗一杯好咖啡，從選豆、煮咖啡及咖啡器材介紹

等下手，塑造一種精品形象。其實，道理和化妝專櫃一樣，重點不在於提

供客人免費的化妝，而是如何化好一個漂亮的妝，讓客人體驗服務重於商

品本身。星巴克以人為出發點，行銷手法充滿人情味道，遠勝於咖啡洋溢

出的香味，讓星巴克在兩岸營運無往而不利」（引自經濟日報，2004）？

本研究將試著分析消費者在星巴克中所得到的「星巴克體驗」為何？ 

前面文獻分析已經提到過，新消費工具的驚奇雖可以吸引消費者的注

意，但是驚奇是一時的，當消費者習慣了新消費工具所提供的驚奇之後，

同樣的驚奇便失去了吸引的作用，因此必須要透過「體驗」，讓消費者對

於驚奇及消費所產生的體驗留下深刻的印象，進而誘發再次的消費。而體

驗是需要經過設計的，Pine and Gilmore 提到要創造體驗有五個要素，分

別是訂定主題、以正面線索塑造印象、消除負面線索、配合加入紀念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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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包含五種感官刺激。我們將根據這五個要素分析星巴克所具有的體驗以

及消費者的感受為何。 

 

一、訂定主題 

星巴克之名便是取自「白鯨記」當中「畢闊號」裡愛喝咖啡的大副之

名，讓人可以聯想到海上的冒險故事，也讓人回憶起早年咖啡商人遨遊四

海尋找好咖啡豆的傳統。而商標更是以十六世紀斯堪地那維亞的雙尾美人

魚目標圖案，這個圖案則代表了令人神迷的咖啡魅力。由星巴克的名稱、

商標及門市內的咖啡香都環繞著「提供好咖啡」這個主題（陳育慧，2002：

15）。為了這個主題，星巴克不論是在咖啡品質的要求上還是空間環境的

設計上都相當講究，也難怪在台灣的統一星巴克在一開始會自我定位為

「精品咖啡」，以追求高品質的咖啡及推廣「重烘焙咖啡」為己任。蔡文

芳還提到有很多比例的人覺得到星巴克消費所感受到的是一種「精緻生

活，感受高格調的文化氣息」。到星巴克喝咖啡是一種「高格調」生活的

象徵（2001：94）。因此要設計一個好的體驗，必須要先有一個能夠明確

讓消費者體會的主題，同時，必須要各方面都以這個主題為核心，不論是

空間設計、氣氛的培養以及人員的呈現都必須完全符合主題才行。星巴克

確實也給予他們一種高格調的感覺，在本研究的受訪者也有類似的表示： 

「…蠻高檔的，高級的，桌椅是木頭的關係吧，很有質感…。」(B) 

「…音樂不錯，蠻適合喝咖啡的感覺…」「…小朋友不喝咖啡…」(C) 

「…覺得星巴克的擺設現代感很重、有品味，還會掛一些壁飾跟畫，桌子也都有圖案，

它的空間設計、燈光及顏色也都很令人印象深刻」(D) 

「麥當勞的族群中，小孩子很多，所以很吵。星巴克則是年輕人較多，或是上班族，

去星巴克主要還是去消費咖啡，因為它也沒有什麼餐點」(E) 

上面有提到因為在星巴克中比較不會有小孩，所以不會像麥當勞那樣

吵鬧，比較能夠呈現出一種高格調的象徵。不過比起這個高格調生活的象

徵或是「精品咖啡」對於消費者而言，都比不上「美式」風格咖啡館這個

主題來的令人印象深刻。蔡文芳（2001：95）在文章中提到消費者喜歡星

巴克的原因是因為在看他們所喜愛的美國電影中，總是會出現星巴克的影

子或是因為他們到星巴克喝咖啡時，透過這樣一個美式的空間，可以消費

到「美國」這個意象，滿足自己對美國的想像，因此星巴克被建構成一個

比美國還美國的「真實的想像空間」。本研究之受訪者中有一位是來自於

美國，她認為台灣的星巴克幾乎跟美國的一模一樣，令她感到非常驚訝。 

「在電子情書裡面，看到湯姆漢克在上班前都會去買一杯咖啡當早餐」(C) 

「在星巴克並不會有什麼驚奇的地方，因為跟美國的很像，所以比較驚奇的地方反而

是它的空間、設計跟家具都跟美國差不多，那種相似的程度比較令我驚訝」(G) 

本研究發現，大部分的受訪者並不認為星巴克是個精品咖啡館，但是

他們反對的原因除了是使用馬克杯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星巴克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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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感覺是輕鬆的、隨性的美式風格，因此比起精品咖啡，美式咖啡館

這個主題對他們而言更加貼切。 

「進入星巴克就好像進入另一個空間、國度一樣，某些原本不被允許的行為也變得可

以接受，比較美式風格吧」(D) 

「用馬克杯裝咖啡，給人一種很隨性、很自在的感覺…。而且進去喝的人穿著都很隨

性，…，所以也感覺不到是精品咖啡」、「蠻美式的感覺」(E) 

「女：很美式的環境，因為它的裝潢很美式、格調與氣氛也都很好。」(F) 

「因為用馬克杯喝咖啡感覺就好像在家裡喝咖啡一樣，有種熟悉跟舒服的感覺，所以

也不覺得它是精品咖啡」(G) 

可以發現大部分的消費者都認為星巴克除了空間很美式外，更加凸顯

出一種美式的風格及氣氛，讓消費者在咖啡館中可以很隨性，很放鬆，甚

至有些在台灣一般社會中不被允許的行為，例如在公開的場合脫掉鞋子坐

在椅子上，或是把腳翹到桌上，這些行為都可以在星巴克中發現。 

 

二、以正面線索塑造印象 

體驗必須要透過深刻的印象來實現，而此體驗才能留下無法抹滅的記

憶。要留下深刻的印象，就必須注意所有的細節，將所有可能會破壞主題

的小事情都盡量排除，讓消費者能夠完全被主題所吸引。可以發現星巴克

在各個細節的地方也都注意到了，不論是產品、設計風格、服務、空間等

都呈現給消費者一種正面的印象，使得星巴克的消費者在星巴克中所得到

的體驗雖然各自不相同，但是都對星巴克留下一個正面且深刻的印象。 

「設計風格覺得很明亮、俐落。空間也蠻 ok 的。服務也蠻親切的。給人鮮明的形象」

(A) 

「它的服務、空間、設計都令人印象深刻」(B) 

「它的咖啡在品質上有保證、可以被預期，又不錯喝，空間舒服」(D) 

「在裡面可以放鬆以及氣氛適合聊天，空間很舒服，沙發椅也很舒服」(E) 

「有外國風格，且它的外觀會令人有在國外的感覺」、「深色的桌子很適合星巴克，還

有燈光跟整體的感覺都很有設計感。…圓桌覺得比較舒服。還有它把一些特價或正在

推展的商品或活動會畫在黑板上面，有些畫得很可愛，會很吸引人的目光」(H) 

在服務方面，星巴克雖然是採用自助的方式服務顧客，但是因為服務

人員都會被建議去跟顧店聊天，去發掘顧客的需要，因此星巴克的消費者

對服務人員大多是感受到親切的，有時服務人員親切的問候可以讓顧客的

心情變好，同時也也對於他們所推薦的商品毫無招架之力。而且服務人員

是跟顧客接觸的第一線，因此如果能夠提供給顧客正面的印象，那麼對於

顧客而言，該次的體驗總是令他們印象深刻而難以忘懷。我們可以從下面

引述 BBS（批踢踢）上的文章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們對於美好的體驗

有多麼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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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述《pisceskan (夏天)》之銘言： 

: 因為已經跟男友約好要一起吃晚餐，所以只想喝杯咖啡就好 

: 但進了中山國中站旁的門市，有位名字 T 開頭的店員跟我介紹新出的蛋糕 

印象中應該是有這麼ㄧ位伙伴吧... 

笑容可掬...服務親切... 

每次去店裡喝咖啡看到他的微笑就會覺得心情變好了呢... 

: 她真的態度很好哦，感覺很親切誠懇 

: 總之就是給人一種很舒服的感覺 

: 我真的很喜歡她給我的感覺，雖然才短短幾分鐘 

: 卻讓我有種很棒的享受^^ 

: 去星八克喝咖啡總會讓我心情很好，而服務好的伙伴更讓我開心得不得了呢*^^*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203.68.107.88 

關於我們的受訪者對於星巴克的服務也是印象深刻，他們會覺得服務

人員很親切，有專業的感覺同時又不會讓你感覺不夠真誠，因此服務人員

的親切絕對是提供正面印象的一個主要的因素。 

「還不錯啊！有的服務人員很親切，都會微笑、跟你聊天，感覺很親切」(B) 

「我覺得他們的服務好、很親切而且蠻專業的，我喜歡他們的服務」(D) 

「有的人就會蠻親切的、蠻開朗的，給人一種朋友的感覺」(E) 

「不錯啊！他們蠻親切的，比麥當勞的服務好多了，麥當勞笑得太假了」(I) 

要塑造正面線索的印象就必須要利用各方面符合主題的元素，讓消費

者不但可以清楚地瞭解想要呈現主題是什麼，也可以讓他們的體驗有個美

好且深刻的印象。這個過程是全面的，在顧客心中，每個細節都會潛移默

化地影響到主題，因此外觀、空間、設計、服務等等各個細節都必須要能

夠符合主題以及塑造正面線索的印象，才能夠提供給消費者一次美好的體

驗。 

 

三、去除負面線索 

不過雖然塑造正面線索的印象很重要，但是如果一直在製造負面的印

象，那麼辛苦建立的正面印象將會被破壞殆盡，也無法讓消費者留下美好

的體驗。因此「去除負面線索」同樣也是創造美好體驗的一項重要工作，

太多隨意、無意義的訊息會破壞掉我們極力想要凸顯的正面印象，因此，

務必要減少負面線索的影響才能夠創造深刻的體驗。 

例如在星巴克的店內，他們想要創造一個輕鬆、可以放鬆自己的喝咖

啡環境，以及在這樣的場所享受著星巴克的音樂。但是想要享受寧靜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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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往往被那些將星巴克當作社交場所的消費者所干擾，有時甚至根本聽

不到音樂的聲音，因為在此進行社交活動的消費者聲音太大，而這樣的情

形都會造成那些想要享受寧靜的消費者有個不好的經驗。在星巴克的音樂

大多是古典樂、爵士樂、藍調一些比較輕鬆、不易退流行的音樂，一般都

認為能夠幫助放鬆心情，不過由於星巴克的消費者日漸增多，很多消費者

都開始覺得聽不清楚音樂，因為四周的環境太吵了，讓他們根本聽不到音

樂。 

「音樂還是很重要，不然就只剩下人家的講話聲」(B) 

「不會特意去注意音樂，因為通常不是聽得很清楚」(D)  

大部分的人都星巴克消費都是為了享受在咖啡館飲用咖啡的氣氛，但

是如今因為星巴克太受歡迎，而導致消費者過多，反而造成太過吵雜的結

果，或是讓很多消費者沒有位子，因此對於消費者而言，對星巴克產生了

不少的負面印象。畢竟當一個咖啡館如果太過吵雜，那麼不管它所播放的

音樂有多讓人放鬆，或是店內的空間是多麼讓人覺得舒服，消費者的體驗

還是被這些負面的線索所影響了。我們可以發現部分受訪者會認為： 

「最不滿意的地方是某些店人太多了所以很吵，另外，因為店的位置都很好的關係，

所以座位很少」(D) 

「跟消費者的族群也有關係，有的地方教會的人士較多，有的地方上班族比較多，有

的學生比較多，那整體的感覺就不太一樣了」、「最不好的應該是在某些店要排很久還

要拿號碼牌，人太多，像微風的那家還有清靜的那家門市」(H) 

「也許是區域的關係，不過也跟店內的消費者有關，消費者會影響整家店的氣氛」、「有

一次遇到一層被一大群人佔據，結果那一層很吵，以前不會有搶位子的習慣，但是現

在會先看一下環境；有時候還會遇到旁邊一直在講手機，覺得很吵」(I) 

更令其他消費者難以接受的是的是有人將星巴克當作是圖書館，因此

每次一到期中考、期末考的時候，星巴克店內的位子幾乎都被學生給佔滿

了，而且往往一待就是一整天，其他消費者想喝杯咖啡根本就沒有位子可

坐，向店員反應也都得不到什麼太大的幫助，因為看書的學生太多了，而

座位卻又相當有限。 

作者: very (喵~) 看板: Starbucks 

標題: 心酸．．． 

時間: Wed Jun 23 21:15:45 2004 

 唉～這幾天門市裡充滿了讀書的學生，有沒有在讀書是不知道啦～ 

 不過卻害我們夥伴被其它顧客罵：你們這裡又不是圖書館！ 

 還有客人很直接跟我說：只是來喝杯咖啡享受一下，一個位置都沒有！ 

 還有啊，佔了沙發的位置又佔了旁邊的桌椅，坐著讀書讀累了還可以去沙發躺， 

 一群人一直在聊天講話，也沒看見在讀什麼書， 

 還有啊，佔了位置就跑出店了，只有書在那邊一個早上也沒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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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61.229.242.96 

同時隨著到星巴克的消費者越來越多，雖然每個時段都有安排人員負

責清掃及整理，但是因為整理的速度比不上弄髒的速度，因此有越來越多

的人認為星巴克的清潔不夠好，在餐飲業中，環境衛生是相當重要的，雖

然不能說星巴克的環境骯髒、不乾淨，但是不可否認有一小段時間，因為

沒有注意或來不及整理，造成部分受訪者認為環境不夠乾淨。 

「隨著它的人越來越多，器具的使用年限也越久，因此環境不夠乾淨，廁所給人感覺

很髒，桌椅老舊有些已經開始搖晃、斑駁」(A) 

「人太多，而自助櫃有時候很髒很亂，但店員沒有很注意，感覺就會覺得很差」(B) 

「他們的廁所也不乾淨」(G) 

此外，星巴克雖然在品質上相當要求，對於員工製作咖啡過程的訓練

也相當在意，但是員工畢竟也是人，無法將每一次的咖啡都做的盡善盡

美，因此當消費者在飲用咖啡的時候，有時就會喝到品質較差的咖啡，這

對於他們而言是無法接受的，甚至會影響到他們到那一家星巴克消費的意

願，如果每一家星巴克都產生這樣的問題，那麼過不了多久，這些有不好

經驗的消費者相信便不會再到星巴克消費了，由此可知負面線索印象的影

響有多大。 

「店員給人一種一直想要推銷東西的感覺」(A) 

「有時候會喝到不好喝的星冰樂」(B) 

「有一次喝到不好喝的咖啡…下次就不會想要去那一家星巴克了」(E) 

「 男：在長榮店的咖啡比較不好喝，而且曾經有一次，店員還一直出錯，給我很不

好的印象」(F) 

負面印象會破壞辛苦建立的正面印象，因此在這些方面，星巴克應該

要多加注意，否則便無法呈現給消費者美好的體驗，因為負面印象是在破

壞消費者體驗的，而當負面印象的效果大於正面印象時，這個體驗帶給消

費者的只有不好的回憶，消費者將不願意再到同樣的地點消費。 

 

四、配合加入紀念品 

陳育慧（2002：17）認為購買隨行杯可以當作是消費者去喝星巴克咖

啡時浪漫的回憶，如果不購買紀念品去回憶他們自身的體驗，那意味著體

驗有所不足。部分的受訪者也確實有購買隨行杯的意願，而且隨行杯的設

計相當多元，有時依照節日會發行一些特殊的隨行杯，如情人節杯、聖誕

杯等，有時也會特地出代表地區的隨行杯，例如：台北杯、澎湖杯或清靜

杯等。不過消費者雖然會購買隨行杯，但是因為到星巴克消費的頻率相當

頻繁，不可能每次去都買一個杯子，不過若他們離開他們所生活範圍，在

其他地方消費時，也許會想要留個紀念，以作為當次體驗的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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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杯子的設計還不錯，多元又有藝術感，如果有代表性或收藏價值話也會考慮購

買」(D) 

「有買二個清靜杯，因為是在清靜店買的，有特殊的意義。如果有看到比較有代表性

的、或地區性的隨行杯可能會買來收集」(F) 

除了隨行杯之外，有的人會收集隨行卡，但是現在隨行卡要收工本費

以避免造成浪費，所以有減少的趨勢。除此另外，它還有一些滑鼠墊、馬

克杯、背包及手錶等兌換贈品，提供使用隨行卡集點的消費者可以兌換，

而且這些商品還會不定期更新，有些消費者會去累積點數以兌換星巴克的

贈品，不過也有些受訪者表示，他們覺得最划算還是只需一點就可以兌換

的咖啡。目前星巴克也有持旅遊護照到景點門市消費的活動，各個景點門

市都是位於一些特殊的旅遊景點，因此消費者便可以有一些紀念品（例如

墾丁之星的列車卷或景點回憶杯）可以收藏。另外，也有兌換 CD 的活動

以及遮陽帽，這些小東西對於星巴克愛好者而言，便是最佳的紀念品，而

透過紀念品，當次消費的體驗記憶將會持續更久。 

 

五、包含五種感官刺激 

體驗中的感官刺激是最能夠支持及增強主題的，而體驗涉及越多的感

官刺激就越令人難忘。本研究在星巴克的驚奇部分已經提到過它是如何設

計店內的感官刺激來吸引顧客，而這裡我們要探討消費者對於星巴克所設

計的這些感官刺激的反應為何？此部分本文同樣將受訪者回答分類為五

種刺激，依據視覺、聽覺、嗅覺、味覺及觸覺將受訪者的訪談結果加以整

理。可以發現受訪者在星巴克中皆感受到星巴克所提供的這五種刺激，而

這種刺激可說是星巴克經過設計，刻意突顯出來吸引消費者的，正如我們

所提到的，透過五種感官的刺激將帶給消費者更難忘的體驗。 

    視覺 

「可以從風格中分辨出是星巴克的店」(D) 

「大安路那邊有一家天花板有畫雲彩，附近又有大安森林公園，所以覺得蠻搭的」(G) 

「會去注意它的風格，但不知道它有四種設計風格，以後會多注意一下。會覺得它的

畫、燈都有特別經過設計」、「深色的桌子很適合星巴克，還有燈光跟整理的感覺都很

有設計感。還有它把一些特價或正在推展的商品或活動會畫在黑板上面，有些畫得很

可愛，很吸引人的目光」 (H) 

    聽覺 

「覺得他們在唸的時候（複誦客人的點餐）好像在唱歌，蠻好聽的」(H) 

「有注意過，覺得都還不錯，有時候會有些比較有個性的音樂（但不是每首都喜歡）」

(G) 

「不喜歡歌劇，比較喜歡爵士樂、Bassa nova、節奏藍調。聽這些音樂會幫助自己放

鬆心情。聽到熟悉的音樂會跟著哼、打拍子」(I) 

嗅覺 

「就咖啡香啊，也有可能因為它的來客數多，所以不停地在研磨咖啡豆，所以有很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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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咖啡香味」(C) 

「它（星巴克）這裡沒有其他咖啡館的菸味」(D) 

    「咖啡香味還沒進去就可以聞到了，還有餅乾、麵包加熱的時候的香味」(I) 

味覺 

「覺得它的咖啡新鮮，如果需要喝到咖啡的時候，就會去選擇星巴克，但是最吸引我

的是它的點心，一些美式的甜點。它的甜點在其它的咖啡館或其他地方都找不到。另

外，它也常有些創新的東西出來，有時候會蠻想要嘗試的」(A) 

「喜歡星冰樂，而且它的口味很多種，在別家找不到。會為了星冰樂而到星巴克」(B) 

「它的貝果也很好吃。而且它的甜點越來越好吃了，有在改進」(C) 

「目前最喜歡焦糖瑪奇朵，如果他們有推出新的咖啡的時候會想要去嘗試」(I) 

觸覺 

「深色的桌子很適合星巴克，…，雖然說方桌比較好用，但是圓桌覺得比較舒服」(H) 

「因為椅子（沙發）舒服，且可以坐很久，又不會被趕」、「馬克杯還比較有質感，而

且之前馬克杯上面有些特別的圖騰記號，會讓人覺得有點特別」(I) 

感官刺激是最能夠讓消費者印象深刻的，有時只需要一兩樣刺激就可

以讓體驗的人懷念很久，而感官刺激越多當然也就更加令人無法忘懷，不

過前提必須是這些感官刺激必須要符合主題，且各種刺激之間不能相互抵

觸，如此一來，當消費者想到這個主題的時候，各種感官刺激的記憶就會

馬上被喚醒，因此會期待著再次的體驗。可以發現消費者在星巴克中確實

感受到星巴克帶給他們的感官刺激，同時也令他們的星巴克體驗特別難

忘，這也是為什麼體驗過星巴克的消費者都會對星巴克難以忘懷。 

 

六、小結 

體驗是經過一連串的設計所呈現出來的結果，正如 Pine aand Gilmore

所提到的，「消費是個過程，當過程結束後，體驗的記憶將恆久存在」。而

星巴克雖然有些地方的體驗設計及執行上還不夠，尤其是在負面印象方

面，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也正如他們引用 Goffman 的說法，呈現體驗就

如同在呈現一場表演，星巴克的空間就是一個劇場，在星巴克中的人，不

論是消費者還是店員都是這場表演的演出者：對於消費者而言，店員就是

表演者，要做一個完美的表演以帶給消費者好的體驗經驗；而對於店外的

過客而言，在玻璃櫥窗內的店員及消費者都是表演者（不論他們有沒有意

識到），他們各自的行為以及在其中的互動都是一種表演，好的表演將會

吸引在店外觀賞的這群觀眾進入店內而變成新的表演者，或最起碼也會在

他們的腦海中留下深刻的印象。安排體驗就如同規劃一場戲劇一樣，必須

要詳細規劃戲劇的內容以及所要表演的動作，在表演的過程中有哪些對話

也都必須詳細的規定，就如同在星巴克的店員要如何向消費者問候那些話

都有一個腳本，在這個腳本中甚至連消費者可能會有怎樣的問題要問都有

一個推測，並且試著將一些與這個表演無關的元素都排除掉，避免這些元

素破壞掉這次的表演；同樣也試著增加一些正面的元素，讓這次的表演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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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完美，讓表演受到更大的迴響。因此在星巴克這個劇場當中，店員以及

消費者在其中盡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如此所完成的演出才是一個吸引人

的戲劇，才會提供一次美好的體驗。 

體驗是屬於生產的，同時又是消費的過程。因此新消費工具作為一個

提供體驗的場所，提供他們想要提供給消費者的體驗模式，但是消費者在

其中又會有自我的體驗產生，與新消費工具所提供的也許不大相同，但是

如果沒有新消費工具提供這樣一個體驗的場所，消費者便不可能有那些體

驗的產生，而消費者所得到的體驗越接近新消費工具所要提供的體驗，那

麼便意味著，他們所創造的體驗主題以及所提供的體驗過程相當符合消費

者的體驗經驗，也就越能夠對消費者造成深刻難忘的印象。此外，因為透

過體驗增加了產品的附加價值，不能單純以產品本身的價格及數量來衡

量，因此讓他們忽略了新消費工具總是讓他們額外購買了許多他們原本沒

有計畫要購買的商品，而且他們也忘記所有的體驗其實都是新消費工具所

規劃設計出來的，目的就是為了讓他們花費更多。 

 

除了星巴克所提供的驚奇外，星巴克對於消費者的生活有產生怎樣的

變化嗎？在前面章節我們提到根據統計資料，到了 1998 年以後，台灣咖

啡豆的進口數量開始大量成長，除了因為咖啡館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同時

也因為消費者嘗試自己烹煮咖啡，因此咖啡豆的需求量開始突增，而 1998

年是統一星巴克在台灣成立的時刻，因此我們不禁懷疑是否自星巴克咖啡

進入台灣之後，改變了民眾對於咖啡的消費習慣？甚至對於消費者的日常

生活習慣有產生怎樣的改變嗎？ 

 

一、咖啡飲用行為的改變 

星巴克的出現，對於台灣消費者在生活習慣上面產生了一些轉變，許

多原本沒那麼常喝咖啡的消費者開始有喝咖啡的習慣，同時，當初為了喝

好咖啡而選擇自己烹煮咖啡的消費者，現在直接到星巴克消費就好，就懶

得自己動手了。飲用咖啡的人以及消費咖啡的頻率大大的提升，也凸顯了

台灣近幾年咖啡豆進口數量遽增的原因，而且會對咖啡進行瞭解、嘗試，

不再只是將咖啡當作一般飲料或只是提神作用而已。許多的受訪者都是因

為星巴克的關係才開始喝咖啡的，有些人因為星巴克的關係也開始嘗試自

己烹煮咖啡，當然也有些人還是寧可到星巴克去喝咖啡。 

「早期台灣人喝咖啡就很習慣要加奶精加糖，但星巴克進來之後，開始會去嘗試喝黑

咖啡，或是更多的花式咖啡的變化」(C) 

「有喝咖啡的習慣，都喝伯朗咖啡那種罐裝的咖啡，或是泡三合一的咖啡，星巴克進

來以後，可以的話都會比較想去星巴克喝。在星巴克進來之前，不會自己去煮咖啡。

有買過它的咖啡豆，但是覺得煮出來不好喝，後來還是比較傾向去星巴克喝。自己煮

不出那種味道，所以就不會想買回來自己煮了。而且覺得還是要用濃縮咖啡機煮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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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好喝」(E) 

「以前比較不喝，但是因為它某些咖啡好喝，再加上氣氛好，所以會較常去喝，所以

頻率提高了」、「不會想要自己煮，因為自己煮的不會比他們煮的好喝，而且很麻煩，

所以寧可到星巴克來喝」(F) 

「懶的煮咖啡。當初會自己煮是因為沒地方買咖啡喝，現在星巴克進來後早上就可以

喝到一杯還可以的咖啡。因為喝習慣它的咖啡，所以也會去買它的咖啡豆回去煮」(I) 

星巴克造成喝咖啡的人口迅速增加，打破了之前咖啡只是懂咖啡的人

的專利，其他的消費者就只是將咖啡當作附餐飲料或為了提神而喝的，如

今因為星巴克多樣的咖啡款式以及多變的咖啡產品，造成接觸咖啡的消費

者越來越多，這也算是星巴克所造成的影響，它讓越來越多的人會想要嘗

試去自己烹煮咖啡或嘗試喝咖啡，以及打破咖啡就只是大人的飲料，有越

來越多的小孩子也開始喝起咖啡口味的飲料（如摩卡咖啡或星冰樂）。 

對於之前住在美國的消費者而言，他們其實比較傾向利用得來速（台

灣還沒有）購買，然後帶走到其他地方喝，但是到了台灣之後，反而比較

傾向待在星巴克店裡喝，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台灣消費的習慣影響了他

們，讓他們在習慣上面產生的轉變。而且當他們在美國的時候，幾乎都是

用美式咖啡機煮咖啡，但到了台灣，反而會因為其他人的刻板印象，造成

他們會有點被迫去多瞭解咖啡一點，或嘗試自己去煮咖啡。星巴克是個美

式咖啡館，結果卻造成每個美國人都會被認為懂（或應該懂）咖啡，使得

原本有喝咖啡習慣的美國人不能像之前那樣地隨意，單純為了喝咖啡而喝

咖啡，如今因為被台灣的消費者認定他們是懂咖啡的人，在經歷幾次的「誤

會」之後，他們也只好試著多瞭解咖啡一些，改變了自己的咖啡習慣。另

外我們從影片中及受訪者的回答可以知道，在美國的時候，消費者習慣外

帶星巴克的咖啡，不過到了台灣，生活習慣的不同（如搭公車）造成外帶

的比率降低了，反而改成待在店內消費。 

「從小家裡就有喝咖啡的習慣，不過不太會去自己煮，但是在台灣說不會煮，或是喝

即溶咖啡的時候被人家笑，所以就自己嘗試去煮咖啡，也開始稍微研究一下，最近還

買了一台 espresso 咖啡機」(G) 

「通常在店內喝，因為大多是在等候或是休息的時候，所以會在店裡喝；不過在美國

的時候，其實比較常帶走，在美國的時候目的大多在咖啡，所以通常都會在得來速買

一杯，帶回去喝，但在台灣大多搭公車，所以帶走會覺得不方便，所以都會待在店內

喝，而且會覺得邊走邊喝，感覺很奇怪」(G) 

因此星巴克對於台灣消費者所造成生活風格上的轉變，最明顯的便是

飲用咖啡頻率的提高、咖啡飲用年齡的降低以及寧可到星巴克喝咖啡也不

願意自己煮咖啡，因為自己煮的咖啡並不會比星巴克的咖啡好喝。由咖啡

豆進口數量的增加，以及開始成長的日期，我們可以很合理地懷疑是星巴

克導致了這個結果，而星巴克店數的成長及營業額的增加同樣也可以證實

這個結果，因此星巴克對於台灣咖啡市場帶來不小的影響及改變。另外，

由於星巴克致力於開發咖啡的相關產品，因此藉由這些副產品的出現，也

造成到星巴克消費的年齡層加大，不只喜歡喝咖啡的成年人會到星巴克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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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連小朋友或不能喝咖啡因的消費者也可在星巴克中找到適合的產品

（例如巧克力、牛奶、果汁、紅茶、冰砂或是無咖啡因的其他咖啡），不

過這類的消費者在星巴克中並不多，主要還是因為星巴克的咖啡產品吸引

了大多數的消費者，造成頻率的增加，而這些種種的原因也造成了台灣消

費者咖啡飲用行為的改變。 

 

二、新中產階級星巴克人的誕生 

蔡文芳認為，星巴克透過咖啡、透過其公司經營策略和公司文化的論

述與實踐，以及透過受星巴克召喚的消費者對星巴克多重認同的論述，使

星巴克得以在台北建構屬於星巴克的「星巴克咖啡文化」，塑造星巴克為

一新的休閒空間的同時，星巴克人也隱然誕生（蔡文芳，2000：165）。在

林恩瑩的文章中提到，星巴克人會認為自己是品味的代表，因為他們在星

巴克，還有什麼比這能代表「品味」二字？在其受訪者中有人提到，「每

天會在星巴克吃早餐，一天的結束也在星巴克」、「到星巴克就當作是來這

兒上流行課，看看這裡的人都流行些什麼」（林恩瑩，2002：45）。而星巴

克在一開始也有設定它的消費客層在於「對自己的生活或對未來或對消費

品味比較敏感、有品味、活潑、有好奇心的這個層次。…這個層次的消費

者在台灣的市場比較歸納為某一個族群，而這一個族群是比較偏向於教育

背景或所得較高的中高階層人士，但事實上這是一個結果。…基本上是比

較時髦或流行的族群，而在台灣這類的族群大部分為中高階層」（陳文麗，

2003：138-139）。 

我們可以發現在我們的這群受訪者中，雖然除了幾位學生之外，大部

分都是上班族，事實上根據蔡文芳的研究結果，顯示星巴克的消費者群相

當集中在 20-30 歲之間，蔡文芳認為星巴克的兩個主要消費族群---青少

年與中產階級，前者是新潮生活方式的積極實踐者，後者是利用各種象徵

符號來確認自己身份的特殊階級，而不論前者後者都是在追求一種用以自

別於他人之特殊差異性符號價值的消費者（蔡文芳，2001：81）。而這群

相似的消費者認為到星巴克消費是他們的優先考量，如果星巴克沒有位子

的時候，寧可就離開了，不會考量其他的咖啡館，畢竟咖啡不像正餐一樣，

是種額外的消費品，因此如果無法在星巴克消費，不如就不要消費。 

「有點附庸風潮吧！像看書要到誠品，喝咖啡要到星巴克一樣。會有一種中產階級的

感覺。而且它的咖啡比較好喝啊。因為低收入的人也不會想到星巴克來喝一杯 90 元

的咖啡，而有錢的人可能會喝更貴的咖啡，因此算是中產階級的消費吧！他們應該也

是故意吧！消費金額、裝潢都比較接近中產階級的品味」(C) 

「想喝咖啡的時候就會去星巴克，或想要有個地方坐坐的話，也會到星巴克，如果星

巴克沒有位子的話就乾脆回家，不會想要去別的地方，如其他咖啡館或是麥當勞」(H) 

當問到為什麼到星巴克消費，或他們會覺得在星巴克消費會令他們與

眾不同嗎？部分受訪者認為會覺得與眾不同，其原因除了品質好以外，價

格似乎也是一個主要的原因，同時到咖啡館消費代表了有錢跟有閒，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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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令人覺得與一般民眾有所不同。星巴克對於這群人來說，它的風格及感

覺更加凸顯了他們特有的品味。因此這群年齡在 20-30 歲之間的消費者並

不是盲目追求流行者，而是他們願意將錢花在他們認為品質有保障的品牌

上，即使這些品牌的價格比一般的其他品牌貴一些也不願屈就。這群新中

產階級不同於過去的中產階級，他們在消費上願意花更多的金錢在自己身

上，同時不會因為非理性地購買商品而導致自己陷入財務危機，也就是說

他們的消費其實都是經過考量的，對於他們有所幫助或是能夠展現他們的

品味，這群人才會消費這項商品。 

「畢竟它的品質好，相對的就會比較去認同這個品牌。另外，我想也是因為它的價格

吧！因此享用它的咖啡就變的有點與眾不同。因為覺得它的品質比較好」(A) 

「會覺得來消費的人有種追求高級的感覺，因為它的空間設計很後現代，而且是台北

本來沒有的風格，所以我說追求中產階級的品味並不是刻意突顯出來的，而是已經變

成一種生活方式了」(C) 

「會有種『中產階級的感覺』…代表一種奢侈的享受，但又不是太高級、因為高級的

咖啡好幾百塊的都有」、「代表著有閒錢、時間上咖啡館」(D) 

事實上他們在這裡所提到的「中產階級的感覺」是指一種中間等級的

消費，因為它只屬於中高價位，但還不是太貴，也就是說星巴克是一種「新

奢侈品」（Silverstein, Fiske & Butman, 2004），相較於舊奢侈品雖有

品質，但卻昂貴到只有少數富有的人才消費得起，新奢侈品則是具有一定

的品質，在價位上又低於舊奢侈品很多，是屬於中高價位的商品，但對於

有能力、有品味的消費者，他們願意多花點錢購買有一定品質的產品，因

此這類所謂的新奢侈品則滿足了這群願意多花一點錢消費以凸顯自我的

品味及慰勞平時辛勞工作的消費者。本研究認為星巴克的消費者正是屬於

這群人，從上面的分析便可瞭解到他們熱愛星巴克，但是喜愛星巴克的理

由不是因為它是一家全球知名的咖啡企業，而是因為星巴克所提供的服務

及咖啡都具有一定的品質，讓這群消費者既滿意其品質，又可藉由在其中

消費向他人展現自己的生活風格。 

不過星巴克人真的是群注重品味又重視風格的消費者嗎？根據楊俊

明（2004）在 E-ICP 上所發表的研究報告，他採用的資料是 E-ICP 2004

年版資料庫，調查期間為 2003 年中。星巴克消費者為在調查時間點上過

去三個月內曾經去過星巴克消費的受訪者。針對其詢問生活形態的問項並

與整體資料庫樣本作比對。發現星巴克的消費者在品味及個人生活風格上

的塑造相對於其他非星巴克的消費者還是相當明顯的，而這份報告也告訴

我們，星巴克所突顯出來的風格仍吸引了一群追求個人品味的消費者。 

在個人風格面向，其中包含幾個問題：「我願意購買貴一點但具有特殊風格的產

品」、「我不喜歡和別人穿一樣的衣服或用一樣的配件手飾」、「我刻意打扮是為了要能展

現自己的獨特品味」、「我很重視商店或餐廳的氣氛、佈置與格調」。從這四個問題的題

意上我們可以很容易瞭解到都是在探詢受訪者對於風格與品味的看法。與 2003 年版資

料庫比較，這些問項在 2003 年中並沒有全部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異，然而在 2004 年版

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說：「的確！星巴克的消費者是一群重視風格與品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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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是我們把消費看做是一種與品牌交朋友的過程，其實就和人類一樣，我們和品牌

交朋友也是希望物以類聚，希望可以彼此交心，可以說一句：「Hey！It's my style！」。

品牌的個性鮮明，便可以吸引到和品牌個性相仿的消費者。星巴克在台灣的耕耘見到成

果，關鍵的因素不是在於低價搶攻市場，不是在於大肆宣傳的廣告，重點是在於他培養

了一群強調個人風格特質的消費者。而這種特徵是我們難以單純透過人口統計特質看到

的。 

（引自楊俊明，2004） 

經由上面的描述，可以知道星巴克有計畫地將一群喜歡追求自我品味

的消費者納入他們的目標群，透過精心設計的空間環境以或所謂「星巴克

式美學空間」將這群人變成星巴克的愛好者，有了這群人，星巴克更加能

夠突顯出它本身獨特的風格，而消費者也就為了學習這樣的品味或彰顯自

我的品味，於是便會到星巴克消費。本研究的結果也證實了蔡文芳「星巴

克人」的論點，有一群擁有品味、願意花錢在自己身上的新中產階級出現，

他們並不是盲目的追求名牌，而是選擇與自己相匹配的品牌，而這群之中

熱愛星巴克的消費者，正是蔡文芳文章中所提到的「星巴克人」，因此本

研究也認為星巴克造成了一群在生活風格上面相似的新中產階級星巴克

人的出現。 

 

三、高品質咖啡連鎖店的普及 

我們在上個部分提到星巴克屬於新奢侈品的一種，因為它具有不錯的

品質，但是又因為大量生產的關係，因此在價格上遠低於那些昂貴的舊奢

侈品。而星巴克也因為這點，打破了以往大家對於連鎖商店就是販售低品

質、廉價的商品，例如之前的速食餐廳或是平價量販店，星巴克可說是一

種連鎖的高品質咖啡館，而這點也是星巴克所造成的轉變，一般而言，連

鎖店總是為人所詬病，因為要追求一致性及效率，連鎖店總是會將一些無

法標準化的商品去除，以確保其規格、產品或服務的一致性，因此標準化

的結果就會造成品質的低落，但因為其價格便宜，因此消費者大多能接

受，但是星巴克卻產生了另一種可能性，出現了一些在品質上都相當要求

的店，不管是星巴克還是標榜便宜的壹咖啡或 QK 咖啡連鎖店都不約而同

地保證其咖啡的品質。 

忽略那些 35 元起跳的便宜連鎖咖啡館，那些在星巴克成立之前就已

經存在的連鎖咖啡館也都相繼模仿星巴克的風格，空間、氣氛及咖啡都向

星巴克看齊，包括丹提、羅多倫等連鎖咖啡館，即使在風格上相類似但早

星巴克一年成立的西雅圖極品咖啡，在這幾年下來仍是被星巴克後來居

上，這也顯示出星巴克有其獨到之處，本研究認為應該是星巴克對於消費

者體驗的強調上更甚於其他所有的咖啡館，因此也造成了它受歡迎的程

度。為了提供消費者美好的體驗，因此產品都要能夠達到客製化，為每個

個別的消費者提供個別的體驗，而星巴克在這點上就做得比其他咖啡館

好，例如沒有幾家連鎖咖啡館能夠在點咖啡時接受客人的要求「加一份濃

縮、不要太燙、加一份焦糖糖漿、使用脫脂牛奶等等，而且還要快」，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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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情形也許在個性咖啡館中還不一定能夠做到，但是在星巴克中，如果有

客人做上述的要求，服務人員必須要滿足客人的這個要求，也正因此，雖

然星巴克是家連鎖咖啡館，但是消費者卻可以在店內享受到個別服務的體

驗，而這在其他連鎖咖啡館中幾乎是不太能做到。 

因為這些特殊的服務，讓星巴克能夠受到廣大消費者的喜愛，不會因

為它是一家連鎖咖啡館而有不好的印象，除了能夠達到上段所描述之功能

外，它也不會因此而忽略其咖啡的品質，所以星巴克成立之後一直是高品

質連鎖咖啡館的代表，對於那些有自我品味的消費者，如果不喜歡太過標

準化的咖啡時，仍可依照他們個人的喜好而配置出一杯他們專屬的咖啡，

所以我們稱星巴克為「高品質的咖啡連鎖店」。在星巴克這樣的連鎖店中，

將高品質的商品連鎖化，也許在某些地方仍是比不上獨一無二的個性咖啡

館，但是它讓消費者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享受到高品質的咖啡，甚至藉由

星巴克眾多的門市，消費者也很容易就可以接觸到這種既是連鎖又有高品

質的咖啡、服務、氣氛及空間。 

我們可以發現現在速食店的業績每況愈下，因為在這樣的連鎖店中就

是重量不重質的，部分的速食店已經開始改變策略，摩斯推出所謂的「慢

食」餐廳，讓消費者能夠悠閒享受整個用餐的過程，即使速食店的龍頭麥

當勞也推出「快意生活餐廳」以提供消費者「完整享受用餐經驗」，其所

強調的就是提高消費者在其中享受餐飲過程的品質，以提供消費者美好的

消費體驗。星巴克也許不是台灣第一家強調高品質的咖啡連鎖店（例如客

喜康一杯咖啡的價格並不低於星巴克），同時也不是第一家擁有義式風格

的咖啡館（西雅圖比星巴克早一年成立），但是它卻是在這些連鎖咖啡館

中成長最快，同時仍能強調其高品質以及能夠滿足顧客個別需求的咖啡

館，顛覆了連鎖店就只能提供標準化、制式的產品以及為求效率而重量不

重質的現象。 

我們或許無法宣稱這個現象是因為星巴克進入台灣所導致的，或是宣

稱其他的連鎖店都是模仿星巴克的模式，因為在它進來之前已經有類似重

質而非重量的連鎖店存在，但是星巴克的盛行無疑是將這類強調品質的連

鎖店大大地推廣，而消費者也樂於在這樣的連鎖店中消費，因此會有越來

越多強調高品質的連鎖店出現，而星巴克可能是目前這類連鎖店中成長最

快、店數最多的一家。這種轉變正好顯示了消費者在生活風格方面的轉

變，他們願意多花點錢讓自己的生活更美好，因此在用餐方面，不再只是

填飽肚子，而是在享受一個用餐經驗，或是探索美食的過程。 

 

四、小結 

一種食物或飲料往往就代表了一個文化模式，台灣在咖啡的飲用習慣

上可追溯到日據時代，但是咖啡一直都是一種高消費的產品，一直是有錢

人在凸顯自己消費能力的一種炫耀性商品，要到平價咖啡的興起，咖啡才

漸漸打入一般消費者的生活圈，不過此時的咖啡仍是附屬品，不是餐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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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料，就是搭配糕點的飲料，因此咖啡消費的量有限。星巴克的出現似乎

對於這種現象造成轉變，咖啡從附屬的位置轉變成主角，同時，雖然價格

不再平價，但是喝咖啡的人變多了，也因為星巴克多變的口味及種類，讓

喝咖啡的年齡層也有降低的趨勢，咖啡不再是懂咖啡的人的權利，也不是

成人的權利，咖啡變成一種全民飲品。 

如今喝咖啡是件再普通不過的事，咖啡從一種奢侈品變成附屬品，現

在它已經獨當一面，消費者也可以不需要任何理由就可到咖啡館喝咖啡，

在咖啡館找個自己喜愛的角落佔據著，然後發呆、看書、聊天、修習或只

是喝咖啡，都隨消費者的喜愛。喝咖啡這樣的行為可以隨消費者自我解

讀，可以是高級，可以是隨意、放鬆的，透過了每個人不同的消費實踐，

不管他們到星巴克的用意為何，是炫耀或是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份，消費

者自己會在星巴克中找到了他們消費的理由及目的，因此星巴克才能夠吸

引越來越多的消費者。 

雖然星巴克是家美式咖啡館，但是透過台灣消費者的自我認同及體驗

的展現，呈現出與美國的消費者不太一樣的消費方式及習慣，在台灣的消

費者習慣在星巴克內飲用星巴克的咖啡，而不像美國普遍傾向外帶。台灣

的消費者認為在星巴克內喝它的咖啡才叫做享用星巴克咖啡，因為除了咖

啡之外，還包含了星巴克店內的氣氛及服務；如果外帶他們的咖啡就只是

單純地喝咖啡而已，以星巴克的價格而言，如果只是單純的喝咖啡，那麼

這個價格對台灣的消費者而言太貴了，令他們覺得不值得。而星巴克所突

顯出來的氣氛及格調吸引了懂得欣賞的一批人，他們認為在星巴克中喝咖

啡便是在凸顯他們的生活風格，因為這樣的生活方式就是他們的日常生

活。而能夠解讀「星巴克式美學空間」的人必定具有較高層次的品味，能

夠瞭解星巴克內所展現出來的符號意涵，而星巴克的空間也好像專為這類

型的消費者而設計，因此整個星巴克內的空間呈現給消費者一種特殊的品

味，透過這樣的空間吸引及誘惑在其中的消費者。不過我們可以從生活風

格與體驗的論述中瞭解到，消費者在消費的過程中，並不意識到他們是被

吸引及被剝削的，因為消費者認為他們從消費的過程中獲得了滿足，他們

展現了自我的生活風格，藉由一次次的消費，消費者得以展現出他們個人

的品味。不過事實上，這樣的美學空間是刻意塑造出來的，而消費者的體

驗也是經過精心設計的，資本家利用讓消費者在新消費工具中展現他們自

我的意識，讓他們忽略了自己是被資本家所剝削的這個事實，而這種方式

不僅可以使消費者忽略被剝削的事實外，更可以讓消費者自己渴望在新消

費工具中消費，對於吸引消費者的功能上更加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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