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品牌個性 

一、 品牌 

美國行銷學會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將「品牌」定義為：「一

個名稱、名詞、標誌、符號、設計或以上各項的總和，試圖用以辨認廠商

之間的產品或服務，進而與競爭者的產品有所區隔。」 

早在古埃及時代，人們就知道用符號來辨識產品，十六世紀威士忌開

始使用品牌名稱來強調品質一致，並尋求法律保障。十八世紀以後，品牌

的概念被發揚光大，近來有學者試圖記算品牌的價值，Farquhar (1990)以

廠商的角度出發，認為品牌權益 (Brand Equity)可由建立品牌前後的現金

流量來衡量，品牌被視為重要資產，需要用心經營。 

Chris Macrae 在《World Class Brand》（1996）一書中提到，大品牌都

有引領風潮的自信及與競爭者一較高下的決心，如何創造品牌是公眾形

象，角色的建立是核心工作。世界級品牌藉以下六種角色的扮演建立無可

動搖的地位： 

(1) 儀式 (The Ritual) 

將品牌與人們的生活相互結合，賦予品牌重要的社會意義，人們

在特殊場合及活動中總是會想到該品牌，它已經成為活動不可或

缺的一部份。 

(2) 象徵 (The Symbol) 

圖案所能表達遠多過於文字，知名的品牌都有其專屬標幟，傳達

隱涵的意念；該標誌有鮮明的風格，幫助建立獨特的個性 (J. M. 

Murphy)，使得消費者每次接觸都有深刻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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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承先啟後 (The Heritage of Good) 

優良的歷史背景對品牌有絕佳的助益，在市場中建立的第一形

象，對消費者具有情感意義，是其他競爭者無法摧毀的。 

(4) 與眾不同 (The Aloof Snob) 

具影響力的品牌多半有高高在上的特質，Chanel 的設計師 Karl 

Lager 曾說品牌名稱會隨著價格水漲船高。該品牌的目標族群似乎

總是高於消費者。 

(5) 歸屬感 (The Belonging) 

號召大眾，喚起共同經驗，這個角色與上者恰為互補。歸屬感並

非直接銷售的訴求，而是消費者在生活中深刻體認到的。 

(6) 傳說 (The Legend) 

品牌的聲譽是具有長久影響力的，成為原創者能使商品變成有價

值的資產。「傳說」將廠商及消費者文化緊密結合，滿足消費者追

求正統性的期望，就如同品牌常標示其來源國。 

由上可知，商品具有實體功能，品牌的建立則賦予了人性面，使得廠

商更容易與消費者溝通。 

二、產品人格化（Product Personalization） 

品牌個性會出現，就是消費者把品牌當作是一個人（Shuler, 1999）；

Whirlpool 行銷研究的資深主管 Bruce Roberson（Carr, 1996），發現消費者

會將人的特質加諸產品之上，包含正面及負面，這就是將產品人格化 (Sirgy, 

1982)。 

產品人格化（Product Personalization）是指一個產品擁有鮮明形象能

夠引發聯想的程度，當產品與一般使用者的典型形象聯結，就會產生強烈

的個人色彩；這個概念可以對應到價值產品（Value-expressive Product）及

利益產品（Utilitarian-expressive Product）的差別上：利益產品強調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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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低度人格化；相對的，價值產品傳達實體以外形象意涵，則為高度人

格化（Spivy, 1977; Locander & Spivy, 1978）。 

三、名稱及屬性 

品牌個性的名稱出現的很早，Levy（1959）就曾提過這個概念，不過

這個議題缺乏共識及架構（Jennifer Aaker, 1997）；該名詞散見於各類品牌

研究的文獻之中，但它的角色功能及與其他產品屬性的層次關係，則有不

同的認知：Alt & Griggs 認為品牌個性可以說是行銷組合的成份之一

（1988）；台灣奧美董事長莊淑芬（《奧美的觀點》，1997）認為由產品到

品牌需經歷以下階段：產品品牌 → 品牌名 → 品牌再保證 → 品牌經驗 

→ 產品經驗 → 品牌個性，因此品牌個性是建立完整品牌的終點站，這

裡出現了順序關係，示如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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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性品牌價值 
Social Brand Values 

個人品牌價值 
Personal Brand Values 

完整的品牌 
A Complete Brand 

品牌個性 
Brand Personality

品牌經驗 
Brand Experience 

& 
產品經驗 

Product Experience 

品牌再保証 
Brand Reassurance 

貨真價實的標誌 
Badge of Authenticity 

滿意再保証 
Guarantee Satisfaction 

品牌名 
Brand Name 

產品品牌 
Product 

 
圖 2-1  品牌建立流程圖 

資料來源：宋秩銘、莊淑芬、白崇亮、黃復華（1997）：《奧美的觀點》。

台北：滾石文化，p.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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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品牌印象 

另一個與品牌個性很接近的概念是「品牌印象」（Brand Image），意指

在消費者記憶中，由品牌聯想所反映出來的知覺（Keller, 1993）。在過去，

品牌個性和品牌印象是可以互換的名詞 (Batra, Lehmann & Singh, 1993; 

Kiml, 1990;  Tauberl, 1988)，它是抽象的概念，隱含消費者對產品的期待

（Gensch, 1978）。 

嚴格來說，品牌印象是範圍較大的概念，除了品牌個性，還包含了其

他的產品屬性及利益，雖然不同學者由不同的角度切入，提出不同的分

類，但仍可清楚看出品牌個性和品牌印象間的從屬關係。 

Reynolds & Gutman（1984）認為品牌印象有以下的內涵： 

1. 產品特性及感受 

2. 產品知覺 

3. 信念及態度 

4. 品牌個性 

5. 產品特性與情緒感受間的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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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el（1992）提出品牌印象的架構，如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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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品牌印象架構圖 

資料來源：Biel, Alexander L. (1992), “How Brand Image Drives Brand 
Equity ,”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Nov./Dec.), 6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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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Biel 的架構中，人格是為柔性屬性。品牌個性是品牌印象中軟性的

那一個面向，它呈現出的是消費者在認知品牌時，情緒性的反應，而非理

性的那一面（Carr, 1996; Triplett, 1994）。 

Plummer (1985)認為品牌印象分為三種屬性： 

1. 實體屬性 (Physical attributes) 

具體而可為消費者直接辨視的特性，如：形狀、容器、價格……

等。 

2. 功能屬性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使用該品牌產品的影響，亦即其效用、利益，這也是可以被客觀

認定的。 

3. 特徵屬性 (Characterizational) 

該品牌可以被描繪為某種典型，如：時髦的、有活力的、吸引人

的。 

Plummer 的第三個屬性就是所謂的品牌個性，這純粹是行銷溝通和包

裝的效果，因為產品本身並無法傳達擬人化的概念。(Kapferer 認為品牌個

性是由廠商角度視之，而品牌印象則是消費者的認知，將在第三節另作說

明) 

五、個性（Personality）與品牌個性 

世界上沒有兩個人是完全相同的，除了身材容貌不同，個性也不一

樣；「個性」是指個人獨特的心理狀態，展現為對外界環境慣有的回應方

式（Solomon, 2002）。而品牌就如同個人，亦有其個性（Duboff, 1986; Carr, 

1996），大部份的廣告公司和品牌經理也都相信品牌是有個性的（Alt & 

Griggs,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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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個性（Brand Personality）是指品牌中與人格特質有關的一組特性

（Jennifer Aaker, 1997），產品實體及功能之外的附加價值會形塑其個性

（Alt & Griggs, 1988），因此，消費者在認知品牌的過程中，有些構面能捕

捉到人格特質，並將其延伸到品牌上（Batra, Lehmann & Sigh, 1993）。人

格（Personality）和品牌個性的概念相似（Epstein, 1977），但形成的原因

不同：人格特質是根基於個體行為、心理因素、態度、信念及人口統計變

數的差異（Park, 1986），品牌個性則來自於消費者接觸該產品而有所認知

（Plummer, 1985）。就如同人格，品牌個性也是特殊而永續的（Jennifer 

Aaker, 1997），行銷學家認為品牌應該保持一致且可預測的個性（Alt & 

Griggs, 1988），不應經常改變。 

六、品牌個性的內涵及影響因素 

品牌個性與其他品牌概念的層次關係並不明確，大致說來，它是一個

整體形象的概念，核心為產品名稱 (Blackett, 1988)。Plummer（1985）認

為產品實體與品牌個性同屬品牌印象的一部份，陳俐琦（1998）則將產品

實體特性納於品牌個性之中，提出品牌個性包含產品個性（Product 

Personality）和品牌獨特個性（Specific Brand Personality）兩個部份： 

1. 產品個性： 

產品本身會讓人聯想到的特性；如：信用卡讓人覺得是聰明的，

汽車讓人覺得有效率。 

2. 品牌獨特個性： 

經由行銷手法、廣告塑造或代言人的運用，讓消費者心中留下特

殊印象；如：台新玫瑰卡讓人覺得是女性化的，賓士讓人覺得高

貴尊榮。 

行銷活動都會影響品牌個性，就如同單一事件會衝擊一個人的形象。

例如對顧客預期有所忽略或是回應得慢，這不只是行事馬虎，還因為信用

受損而危及品牌個性 (Laura Shular, 1999)，廠商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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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Aaker (1995) 用產品本身的相關性來作區分，將行銷投入分為

兩種，示如表 2-1： 

表 2-1  行銷投入分類圖 
與產品有關的特性 與產品無關的特性 

產品類別 

包裝 

價格 

屬性 

使用者形象 
贊助事件 
符號 

上市時間 
廣告風格 
來源國 
公司形象 
總裁 

名人背書 

資料來源：Aaker, David A. (1995). Building Strong Brand, 1th,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146. 

品牌個性是產品人性化的一面，特別容易與使用者形象作聯結，

Jennifer Aaker (1997)據此分成直接與間接兩種影響因素： 

1. 直接因素： 

使用者特質，亦即代言人的挑選會直接塑造品牌個性（McCracken, 

1989）。 

2. 間接因素： 

包括產品屬性、產品聯想、品牌名稱、符號及標幟、包裝、廣告、

價格及通路（Batra, Lehmann & Sigh, 1993; Levy, 1959; Plummer, 

1985）。 

David Aaker 在《Building Strong Brand》一書中提及，Susan Fournier 

(1994)認為品牌行為 (Brand behaviors)會影響品牌和顧客間的闗係，所謂品

牌行為即行銷投入的概念；正如一個人的行為會影響他人對自己的觀感，

品牌行為也會影響消費者對其品牌個性的知覺（參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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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品牌行為分類圖 
品牌行為 (Brand Behaviors) 個性特質 (Personality Traits) 

經常更改定位、產品形式、符號及廣告…
等 

輕浮的 (Flighty) 
精神分裂的 (Schizophrenic) 

經常性贈獎及折扣 廉價的 (Cheap) 
教受教育的 (Uncultured) 

密集廣告 外向的 (Outgoing) 
受歡迎的 (Popular) 

強勢服務、使用簡易的包裝 易親近的 (Approachable) 
特色、包裝的連貫性 熟悉的 (Familiar) 

舒服的 (Comfortable) 
高價位、獨佔通路、在上流階層的雜誌

中打廣告 
自負的 (Snobbish) 
世故的 (Sophisticated) 

友善的廣告、代言人 友善的 (Friendly) 
與文化事件及公共節目的聯想 具文化意識的 (Culturally aware) 

資料來源：Aaker, David A. (1995). Building Strong Brand, 1th,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166. 

Batra, Lehmann, & Sigh (1993) 認為在下列三個情況下，品牌個性可

以變得更加鮮明： 

1. 行銷組合相互聯貫 

2. 該品牌的個性獨特而具競爭力 

3. 品牌個性在不同時間及不同媒體都具有一致性 

綜上所述，無論學者們如何將行銷投入歸類，可以確定的是所有的品

牌活動都會影響其品牌個性的呈現；反過來說，品牌個性可指引溝通組合

的設計 (Aaker, 1995)，其搭配性十分重要，如果彼此不能一致，會導致消

費者知覺混淆，即使費再多心力也是徒然 

而依據不同學者的說法，可發現除了行銷活動會塑造品牌個性，產品

本身特性也會有所影響，陳俐琦（1998）將廣義的品牌個性分作「產品個

性」及「品牌獨特個性」兩個部份，因此在探討品牌個性時，不可忽略其

影響力，本研究將產品種類納為調節變數（見第三章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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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品牌個性的價值及應用 

品牌個性的定位莫衷一是，但其重要性是大家一致認同的，在這個競

爭白熱化的時代，產品實則大同小異，廠商藉由品牌策略來與他者作區

隔，突顯其優勢；甚至有人認為產品並沒有差異，不同的是品牌個性

（Hoggan, 1988）。Coke 和 Pepsi 能成為世界知名的強勢品牌，就是因為他

們擁有鮮明強烈的品牌個性（Tanushree, 2002）。 

David Aaker 在《Building Strong Brand》(1995)一書中，說明品牌個性

具有長期效益：1. 幫助消費者表達自我，2. 建立品牌與消費者的關係，

3. 呈現產品的功能與利益。還有許多學者提及品牌個性的價值及應用，依

序列如表 2-3： 

表 2-3  品牌個性價值整理表 

Sirgy （1982） 提升消費者偏好，促成產品使用 

Alt & Griggs （1988） 1. 品牌個性的效益會展現在外部指標上，如：市佔率 

2. 指引發展新品牌的廣告策略 

3. 現有品牌的生存之道 

Plummer （1985） 跨文化行銷 

Biel （1993） 引發消費者情感反應，進而產生偏好 

Fournier （1994） 增加消費者的信任，提升品牌忠誠度 

Aaker （1995） 1. 強化消費者對品牌的了解 

2. 差異化，與其他產品有所區隔 

3. 指引溝通組合的設計 

4. 創造品牌資產 

Halliday （1996） 使該品牌與同類產品有所差異 

Shuler （1996） 建立消費者經驗的首要步驟即「定義品牌個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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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性鮮明的品牌能從眾產品中突顯出來，降低消費者資訊搜尋的時間

成本，有助於決策行為，藉由品牌認同提高其偏好並促成購買行為，一旦

建立與消費者間的情感互動，就能引發再購，增加品牌忠誠度。 

而對廠商來說，品牌個性既是品牌的整體形象，便具有指標功能，能

夠指引行銷投入的設計，並達到產品差異化的效果，各方面搭配成功，行

銷績效也會漸漸浮現，包括利潤及市佔率，若能在消費者心中佔有無可取

代的地位，或是進軍國際市場，甚至有機會發展為強勢品牌。 

因此品牌個性能同時為消費者及廠商雙方創造價值，學者們提出的觀

點也包含這兩個角度，而且所有的品牌效果都是相互關聯的，一旦品牌個

性定義清楚，利益自然會接連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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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品牌個性的衡量及構面 

人格和品牌個性的本質都是「一組特性」（A set of traits），而特性（Trait）

是指個體中任何特殊、較為持久且可與他者區隔的展現（Guilford, 1973）。

David Aaker 在《Building Strong Brand》(1995)一書提到，用來描述人的字

彙也可以拿來描述品牌個性。許多研究顯示，在衡量人的個性時有五個相

當穩定的構面（Digman ,1990），也就是所謂的「大五構面」(Big Five)： 

1. 外向 (Extroversion)／內向 (Introversion) 

如：喜歡冒險的――小心的，合群的――孤僻的 

2. 適應性 (Agreeableness) 

如：溫順的――暴躁的，文雅的――固執任性的 

3. 謹慎、盡責 (Conscientiousness) 

如：負責任的――不可靠的，有條不紊――魯莽 

4. 情緒穩定度 (Emotional Stability) 

如：鎮定的――激動的，冷靜的――煩憂的 

5. 文化 (Culture) 

如：細膩敏感的――麻木遲鈍的，機敏的――粗心的 

基本的人口統計變數，常是品牌中最主要的個性特質，有研究顯示消

費者經常認知到品牌或店家的「性別」、「年齡」和「階級」（Birdwell, 1968 ; 

Jacoby & Olson, 1985），因為這些特徵顯而易見。而上述的五大人格構面雖

然不能全盤套用，但由這些特性繼續發展品牌個性是合理的（Batra , 

Lehmann & Sigh, 1993）。早期的品牌個性的衡量有兩種方式，其一為依目

的而設計的量表，缺點是過於主觀，以致關鍵的特性常常漏失；另一種是

直接根基於人格特質的量表，其中某些因素可能無法被品牌反映出來，因

此這些方法的信度及效度都受質疑（Jennifer Aaker, 1997），Kassarjian

（1971）曾說，如果要得到確切的結果，消費者行為學家應該要自行發展

一套衡量指標。歷來學者的架構大抵分為兩大類，一是以獨立形容詞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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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其下包含數個面向及細部特性以詳述各構面；另一種則是條列雙極 

(Bi-polar)特性，以語意差異法衡量品牌個性，整理如下： 

一、 單向品牌個性構面 

（一）歷來研究 

最早始於 Alt & Griggs（1988）選擇三類產品，各二個品牌，共六個

項目，採 Likert 七點量表，每類產品訪問近 100 名受試者，得出四個構面： 

(1) 外向（Extroversion） 

(2) 社會接受度（Social Acceptability） 

(3) 道德（Virtue） 

(4) 能力（Potency） 

1997 年 Jennifer Aaker 針對品牌個性發展出其五大構面。一開始先取

得一組特性，其來源包括：心理學所用的人格量表、行銷所用的人格量表

及質化研究，共 309 個，先讓 25 位受試者參與品牌相關的個性特質研究，

將特性縮減為 114 個。接著選擇 60 個具有鮮明形象的品牌，共 1000 位美

國受試者，得出品牌個性尺度（Brand Personality Scale , BPS）；其中包含

五個構面（Dimension）、十五個面向（Facet），其下還有 42 個特性（Trait），

見表 2-4。Aaker 的這五個構面，可以解釋 93%品牌間的差異，且經過驗証，

這五個構面相當穩定（Aaker, 1997）： 

表 2-4  美國品牌個性構面表 

構面 面向 特性 

純樸（Down-to-earth） 純樸的 (down-to-earth) 
注重家庭的 (family-oriented)
小鎮的 (small-town) 

誠實（Honest） 誠實的 (honest) 
真誠的 (sincere) 
真實的 (real) 

純真 
Sincerity 

 
 
 
 
 
 

有益（Wholesome） 有益的 (wholesome) 
新穎的(original) 

 18



表 2-4  美國品牌個性構面表（續） 
純真 

Sincerity 
愉悅（Cheerful） 愉悅的 (cheerful) 

感情的 (sentimental) 
友善的 (friendly) 

大膽（Daring） 勇敢的 (daring) 
時髦的 (trendy) 
刺激的 (exciting) 

有朝氣（Spirited） 朝氣蓬勃的 (spitited) 
酷酷的 (cool) 
年輕的 (young) 

富想像（Imaginative） 富想像力的 (imaginative) 
獨特的 (unique) 

刺激 
Excitement 

新穎（Up-to-date） 最新的 (up-to-date) 
獨立的 (independent) 
當代的 (contemporary) 

可信賴（Reliable） 可信賴的 (reliable) 
勤奮的 (hard working) 
安全的 (secure) 

聰明（Intelligent） 聰明的 (intelligent) 
技術的 (technical) 
團隊合作的 (corporate) 

稱職 
Competence 

成功（Successful） 成功的 (successful) 
領導的 (leader) 
自信的 (confident) 

上層階級（Upper） 上層的 (upper class) 
具有魅力的 (glamorous) 
好看的 (good looking) 

教養 
Sophistication 

迷人（Charming） 迷人的 (charming) 
女性的 (feminine) 
柔順的 (smooth) 

戶外（Outdoorsy） 戶外的 (outdoorsy) 
男子氣概的 (masculine) 
西部的 (Western) 

粗獷 
Ruggedness 

堅韌（Tough） 強硬的 (tough) 
粗獷的 (rugged) 

資料來源：Aaker, Jennifer L. (1997). “Dimensions of Brand Personality ,”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34 (Aug.), p.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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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五個構面之中，有三個與 Digman 的人格「大五」因素 (Big Five)

有關： 

(1) 純真 (Sincerity) VS 適應性 (Agreeableness) 

都有「溫暖」(warmth)、「接受」(Acceptance)的概念。 

(2) 刺激 (Excitement) VS 外向 (Extroversion) 

都隱含「社交」(sociability)、「活力」(energy)及「活動」(activity)
之意。 

(3) 稱職 (Competence) VS 謹慎盡責 (Conscientiousness) 

都包含「負責」(responsibility)、「可靠」(dependability)及「安

全」(security)的概念。 

以上三個構面表達人類個性中與生俱來的部份；而另外兩個構面――

教養 (Sophistication)和粗獷(Ruggedness)則不同於人格的大五構面，是關於

個人欲望但並非先天既存的。 

而 Jennifer Aaker (1997 研究，2001 發表)也在日本進行品牌個性研究，

先提供 10 個知名品牌，請受試者寫出想到的特質，得出 138 個詞語，加

上日本品牌個性研究及人格大五構面所選出，共有 253 個詞語，去除重複、

概念模糊及與構念不相關者，最後得到 100 個特質，其命名乃經由英日語

雙向對譯的嚴謹過程。對五個構面進行主成份分析，得出 12 個面向，在

每個面向中各取三個 Item-to-total correlation 值最高的特質，共得 36 個，

列如表 2-5： 

表 2-5  日本品牌個性構面表 

構面 面向 特性 

多話的 (Talkative) 

有趣的 (Funny) 

多話 (Talkative) 

樂觀的 (Optimistic) 
積極的 (Positive) 
當代的 (Contemporary) 

自由 (Freedom) 

自由的 (Free) 

刺激 
Excitement 

 
 
 

 
快樂 (Happiness) 友善的 (Frie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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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日本品牌個性構面表（續） 

構面 面向 特性 

快樂的 (Happy) 快樂 (Happiness) 
可愛的 (Likable) 
年輕的 (Youthful) 
充滿活力的 (Energetic) 

刺激 
Excitement 

 
 

精力 (Energy) 

活躍的 (Spirited) 
一致的 (Consistent) 
負責的 (Responsible) 

責任 (Responsibility) 

可靠的 (Reliable) 
崇高的 (Dignified) 
有決心的 (Determined) 

決心 (Determination) 

自信的 (Confident) 
有耐心的 (Patient) 
固執的 (Tenacious) 

稱職 
Competence 

耐心 (Patience) 

剛強的 (Masculine) 
害羞的 (Shy) 
溫和的 (Mild) 
有禮貌的 (Mannered) 

溫和 (Mildness) 

平和的 (Peaceful) 
天真的 (Naive) 
依賴的 (Dependent) 

平和 
Peacefulness 

天真 (Naivety) 

孩子氣的 (Childlike) 
溫暖的 (Warm) 
體貼的 (Thoughtful) 

純真 
Sincerity 

溫暖 (Warmth) 

和藹的 (Kind) 
高貴的 (Elegant) 
緩和的 (Smooth) 

高貴 (Elegance) 

浪漫的 (Romantic) 
有格調的 (Stylish) 
優雅的 (Sophisticated) 

教養 
Sophistication 

風格 (Style) 

奢華的 (Extravagant) 
資料來源：Aaker, Jennifer L., Jordi Garolera, & Veronica Benet-Martinez 

(2001). “Consumption Symbol as Carriers of Culture: A Study 
of Japanese and Spanish Brand Personality Contruc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 (3), p.500. 

 

鄭英輝（1998）套用 Aaker 在日本的研究方法到台灣，發展出適用於

台灣的品牌個性構面，示如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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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台灣品牌個性構面表 

構面 特性 

多話的 
有趣的 
樂觀的 
積極的 
具現代感的 
自由的 
友善的 
快樂的 
令人喜愛的 
年輕的 
有活力的 

活潑 
Liveliness 

 

精力充沛的 
一致的 
負責任的 
可靠的 
有決心的 
有信心的 
有耐心的 
固執的 

穩定 
Steadiness 

剛毅的 
害羞的 
溫和的 
平和的 
天真的 
依賴的 
孩子氣的 

平和 
Peacefulness 

緩和的 
優雅的 
浪漫的 
時髦的 
有教養的 

優雅 
Elegance 

奢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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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台灣品牌個性構面表（續） 

構面 特性 

優雅 高貴的 
溫暖的 
體貼的 

和藹 
Kindness 

和藹的 

資料來源：鄭英輝 (民 87 年)，品牌人格與產品類別對品牌延伸評價的

影響，中央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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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日本與美國之構面比較 

鄭英輝所引用的是 Aaker 於 1997 年暫定的日本構面名稱，後來 Aaker

於 2001 年發表時更改構面名稱，若再加上美國的構面，可比較三者的差

異於表 2-7： 

表 2-7  台灣、日本與美國之構面比較表 
美國 

(Aaker) 
刺激 

Excitement 
稱職 

Competence
粗獷 

Ruggedness
純真 

Sincerity 
教養 

Sophistication
日本 

(Aaker) 
刺激 

Excitement 
稱職 

Competence
平和 

Peacefulness
純真 

Sincerity 
教養 

Sophistication
台灣 

(鄭英輝) 
活潑 

Liveliness 
穩定 

Steadiness 
平和 

Peacefulness
和藹 

Kindness 
優雅 

Elegance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拿日本和美國的五大構面作比較，可看出有一個構面是明顯不同的；

研究也顯示，「刺激」、「稱職」、「純真」和「教養」四個構面中的面向多

與美國構面一致或相關，但「平和」這個構面和「粗獷」則為相對，由此

顯見文化的差異對品牌個性構面有影響。 

而台灣和日本的五個構面名稱雖然有異，其內涵實為相同。鄭英輝的

研究也發現，台灣得出的結果和日本近乎相同，經過因素分析之後，只有

「緩和的」原本在「優雅」（教養）構面，轉移到「平和」構面。相對於

美國和日本，台灣與日本的構面呈現高度一致性，或許亦可說明台灣與日

本同屬東方文化，相似性的確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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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雙極品牌個性構面 

Batra, Lehmann & Sigh（1993）在衡量品牌個性相似度的研究中，引

用 Anderson（1968）的 555 個特性用詞，先讓 10 個主修行銷的學生選出

30 個他們認為適合衡量品牌個性者，再請 15 位受試者評估 9 個品牌，在

這 135 筆資料中進行因素分析，得出七大因素，從中各取二個，共得 14

組雙極構面，見表 2-8： 

表 2-8  雙極品牌個性構面表(Batra, Lehmann & Sigh, 1993) 

(Reliable)可靠不可靠(Unreliable) 

(Old)年長的年輕的(Young) 

(Technical)技術性非技術性(Non-technical) 

(Sensible)謹慎的輕率的(Rash) 

(Interesting)有趣的無聊的(Boring) 

(Creative)有創意缺乏創意(Non-creative) 

(Sentimental)感性濫情不感情用事(Unsentimental) 

(Impulsive)衝動的審慎的(Deliberate) 

(Trustworthy)值得信賴不可信賴(Untrustworthy) 

(Conforming)服從的叛逆的(Rebellious) 

(Daring)大膽冒險小心翼翼(Cautious) 

(Forceful)威勢的溫順的(Submissive) 

(Bold)自信的羞怯的(Timid) 

資料來源： Batra, Rajeev, Donald R. Lehmann, & Dipinder Singh (1993). 
“The Brand Personality Component of Brand Goodwill: Some 
Antecedent and Consequence,” in Brand Equity and Advertising, 
David A. Aaker & Alexander L. Biel, eds.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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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怡安（2002）參考 Aaker (1997)的二十個品牌個性用語（每個構面

中各取出相關性最高的四個特質），翻譯成中文，該研究也蒐集前測受試

者所提出的品牌個性形容詞（開放性問題），並針對重複及相異的部份加

以整理。比較之後發現，盧怡安的研究中，「勇敢的」、「迷人的」、「浪漫

的」等形容詞和 Aaker 的用語是相同的，「新潮的」、「時髦的」等相似的形

容詞則被歸為同類。特別的是，作者將相對的概念配對成形容詞組，並為

缺乏相對詞語者補上形容詞，發展出四十八項、二十四組相對形容詞的華

文品牌個性量表，見表 2-9： 

表 2-9  雙極品牌個性構面表(盧怡安，2002) 

自信的――謙卑的 浪漫的――實際的 

科技的――人性的 絢麗的――平淡的 

穩健的――俏皮的 迷人的――無趣的 

外放的――內歛的 勤奮的――悠閒的 

時髦的――懷舊的 平凡的――獨特的 

年輕的――年老的 創新的――保守的 

秀氣的――剛強的 開朗的――陰沉的 

優雅的――粗獷的 輕鬆的――嚴肅的 

本土性的――國際化的 勇敢的――退縮的 

友善的――驕傲的 體貼的――大而化之的 

高貴的――俗氣的 自主的――合群的 

可愛的――狂野的 家庭化的――個人化的 

資料來源：盧怡安（民 91 年），世代特性與其認知品牌個性之比較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p.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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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兩岸廣告中品牌個性展現的差異 

由五大構面的項目內涵可看出，「稱職」一構面偏向功能性概念，另四

個構面的人性化程度較高。品牌個性的架構因地區而不同（Aaker, 1997; 

2001），因此推論品牌個性的呈現也會受文化差異影響。 

本研究進行之前，曾對兩岸廣告進行概略性的瞭解，發現大陸廣告著

重產品功能（理性訴求）的傳達，台灣廣告則偏向情感訴求，版面較為活

潑花俏，Tse，Belk & Zhou（1989）的研究也證實，兩岸相較之下，大陸

在實用主義有較高的表現，台灣則在享樂主義有較高的表現，推測大陸廣

告在「稱職」一構面的表現高於台灣，其餘四構面則較低，推導出假說 1-1

至 1-5： 

H1-1：台灣廣告的「刺激」表現高於大陸 

H1-2：台灣廣告的「稱職」表現低於大陸 

H1-3：台灣廣告的「平和」表現高於大陸 

H1-4：台灣廣告的「純真」表現高於大陸 

H1-5：台灣廣告的「教養」表現高於大陸 

此外，由於品牌個性與產品類別本身的特質有關（陳俐琦，1998），因

此本研究認為，產品類別本身會影響品牌個性的呈現，且產品類別會影響

兩岸廣告中品牌個性展現的差異： 

H2-1：不同產品類別的廣告會呈現出不同的品牌個性 

H2-2：兩岸廣告中品牌個性展現的差異，於不同產品類別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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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自我概念與品牌身份 (Brand Identity) 

一、自我概念 

「自我概念」 (Self-concept) 意指對於個人特質的評估或信念，其特

質包含外顯及內隱的成份，如：外表面貌 (Facial attractiveness) 與心智狀

態 (Mental aptitude) (Solomon, 2002)。而由不同人的角度出發，以及現實

與理想的差別，自我概念又可分為五個面向： 

1. 真實我 (Actual self) 

現實中的自己，包含別人未曾察覺的一面。 

2. 社會我 (Social self) 

他人眼中看到的自己。 

3. 理想社會我(Ideal social self) 

希望別人如何看待自己，影響自己在他人面前的行為表現。 

4. 理想我(Ideal self) 

近期對自己的期許，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到達的境界。 

5. 期望我(Expected self) 

長遠的理想境界，時間較久或是難以達成的夢想。 

二、消費與自我概念 

個體會將自我投射到他物，因此人的持有物可以用以定義其社會角

色，而成為自我的一部份，這就是延伸自我（Extended Self）的概念（Solomon, 

2002）。 Tuan（1980）曾說：「個人的自我覺察是很脆弱的，需要外物的

支持，包含擁有與支配該事物；某個程度上，自我的概念來自其持有物。」

不少學者提出 “We are what we have ” 的說法（Van Esterick, 1986; Feir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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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Rosenbaum, 1972），而這也許正是消費者行為的基礎及動力（Belk, 

1988）。 

消費與自我概念的關係十分緊密，品牌個性的出現，就是消費者把品

牌當作是一個人（Shuler, 1999），源自於消費心理學的「自我概念理論」：

解釋消費者如何根據自我形象來選擇相匹配的品牌。Solomon 在

《Consumer Behavior》一書中提及「自我形象契合模式」 (Self-image 

congruence model)，認為產品受到青睞，是因為其屬性符合某一份的自我。 

品牌形象與自我概念的關係未有定論，曾有研究發現，消費者在購買

汽車與啤酒等產品上，傾向選擇與自己類似的品牌（Dolich, 1969; Grubb & 

Hupp, 1968），也有研究發現消費者可能受情境影響而改變自我形象

（Burnkrant & Page, 1982）。 

粗略來說，具有社交、溝通功能的產品（如：香水），傾向於應用理

想我的概念；而日用品則與真實我的概念較相關，研究結果也支持產品使

用與自我概念的一致性。但這個模式較不適用於單純功能導向的產品，例

如：消費者難從一個烤麵包機中感受到人性化的特質 (Solomon, 2002)。 

三、品牌個性與自我概念 

品牌個性能串聯產品形象與消費者的自我概念，在品牌個性的研究，

也多半會提到其幫助消費者展現自我，Keller（1993）認為：相對於產品

相關屬性的實用功能，品牌個性有象徵及自我表達的意義；Aaker（1995）

則提出品牌個性以下列三種方式幫助消費者表達自我： 

1. 品牌個性激發情緒感受（如：溫暖、活躍） 

2. 以品牌作為個人的象徵（在評估一個人時會考量他使用何種品牌） 

3. 品牌成為自我的一部份（品牌為個人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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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投射作用，消費者會以產品為自我延伸，知覺到品牌人性的一面，並

且與自我作比較，所以塑造品牌個性可以滿足消費者符合自我或滿足自我缺乏

處，成為購買決策的重要標準。 

四、相關研究 

產品形象與自我形象之間契合度（Congruity）的研究始於 Gardner

（1955）和 Levy（1959），他們認為當產品的形象與消費者自我概念相契

合，會產品生較高的品牌偏好，後續又有許多學者繼續研究，其中消費者

行為的變數包含產品偏好、購買意圖、產品使用及忠度度，依議題列如表

2-10： 

表 2-10  產品形象與自我形象契合度研究整理表 

議題 契合度 消費者行為 研究者 相關性

Self 

Congruity 

真實我／產品

形象契合度 

(Actual 

self-image／

Product-image 

Congruity) 

產品偏好 

購買意圖 

產品使用 

擁有 

忠誠度 

Green et al (1969) 

Guerrero (1971) 

Molhotra (1988) 

未獲確認

Ideal 

Congruity 

理想我／產品

形象契合度  

(Ideal 

self-image／

Product-image 

Congruity) 

產品偏好 

購買意圖 

產品使用 

擁有 

忠誠度 

Sirgy (1982) 獲得支持

Social 

Congruity 

社會我／產品

形象契合度  

(Social 

self-image／

Product-image 

Congruity) 

產品偏好 

購買意圖 

商店忠誠度 

Maheshwari (1974) 

Sirgy (1979 , 1980) 

Samli & Sirgy (1981) 

未獲高度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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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產品形象與自我形象契合度研究整理表 (續) 

議題 契合度 消費者行為 研究者 相關性

Ideal Social 

Congruity 

理想社會我／

產品形象契合

度  

(Ideal social 

self-image／

Product-image 

Congruity) 

產品偏好 

購買意圖 

商店忠誠度 

Maheshwari (1974) 

Sirgy (1979 , 1980) 

Samli & Sirgy (1981) 

中度支持

Sex-role 

Congruity 

性別角色／產

品性別形象契

合度 

(Sex-role 

self-image／

Sex-typed 

product-image 

Congruity) 

產品使用 Vitz & Johnston 

(1965) 

Gentry et al (1978) 

中度支持

資料來源：Sirgy, M. Joseph (1982). “Self-Concept in Consumer Behavior : A 
Critical Review,”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9 (Dec.), 287–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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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品牌身份 (Brand Identity) 

品牌要成功，需要所有行銷投入的配合，Kapferer (1992) 提出品牌身

份 (Brand Identity)，強調其存在感及完整性，而要建立一套穩定且專屬的

品牌發展計畫，必需先回答以下問題，且品牌身份的重要性也在問題中表

露無疑： 

1. 該品牌有怎樣的個性? 

2. 長期目標與企圖為何? 

3. 如何維持一致性? 

4. 價值觀 

5. 基本特性 

6. 辨示符號 

品牌身份和品牌個性同是以人性的角度去看待一個品牌，惟品牌身份

是較寛廣的概念，融合品牌個性及先前提及的產品實體、消費者自我形象

等概念，並以內在－外在、發送者－接收者兩個軸向來解釋這些概念間的

關係。品牌身份共包含六個面向（Kapferer, 1992），圖示並解說如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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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送者 

(Picture of Sender)
 
 
 
 
 
 
 
 
 
 
 
 
 
 
 
 
 
 
 
 
 
 

關係 

(Relationship) 

文化 

(Culture) 

自我印象 

(Self-image) 

投射 

(Reflection) 

品牌個性 

(Personality) 

外在特性 

(Physique) 

內
在

(Internalization)

 

(E
xternalization) 

外
在 

Picture of Recipient

接受者 

 
圖 2-3  品牌身份架構圖 

資料來源：Kapferer, Jean-Noel (1992). Strategic Brand Management, New 
York: Les Editions d’Organisation, p.43. 

 

1. Physique（外在特性） 

外在特性來自該品牌關鍵產品的實體特性，但這只是品牌構建的

第一階段，為必要條件，而非充份條件。 

2. Personality（品牌個性） 

品牌個性和外在特性同為品牌溝通的基本要素。廠商常藉由發言

人、明星及動物的特殊形象來塑造品牌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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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ulture（文化） 

來自於品牌的來源國，像在可口可樂中，我們看見美國文化。文

化是深層的概念，為品牌的原動力，不僅體現於實體產品，還影

響廣告風格。 

4. Relationship（關係） 

品牌可以象徵人與人之間的交換關係。像 YSL 的名稱給人誘惑的

氛圍，其產品及顧客訴求都隱含著男女關係。 

5. Reflection（投射） 

品牌可以反映其顧客形象。當問及消費者對品牌的觀點時，總是

會想到產品使用者的型態；消費者反映可能與目標消費群有出

入，重點在於消費者如何去認知。 

6. Self-image（自我印象） 

若說「投射」是目標族群外在描述，則自我形象則是內在寫照。

就像 Lacoste 的使用者，不見得是屬於運動型，但在心中卻認定自

己是運動的一份子。 

 

「品牌身份」恰能整合品牌個性與消費者自我概念，發送端為擁有品

牌的廣告主，接受端則為消費者。品牌與消費者都有其外在特性與內在個

性，兩者的契合增加了消費者選購該品牌的可能性，而品牌來源國的文

化、消費者與品牌的互動關係是否為當地民眾認同，也都影響了消費者的

品牌接受度與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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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結 

自我概念可大分為「現實我」（Actual Self）與「理想我」（Ideal Self）

兩個部份，本研究認為，廣告中的某些品牌個性可能直接反映出消費者的

真實我，廠商所塑造的品牌個性訴求為消費者現階段的個人象徵或自我的

一部分；某些品牌個性則距離消費者的真實自我較遙遠，廠商塑造該品牌

個性的目的是為了讓消費者可以藉由產品投射出理想自我，展現消費者對

未來的期許或夢想。由於過去並無將消費者自我概念與品牌個性直接相聯

結的研究，本研究將初探此兩者間的可能關係。 

而關於「現實我」及「理想我」何者較能反映消費者的購買行為，研

究各有支持（丁家永，2003），由過去文獻發現，不同產品種類的功能與

特性不同，其人格化程度高低有異，過去文獻提及，利益產品為低度人格

化，而價值產品為高度人格化（Spivy, 1977; Locander & Spivy, 1978），可

知對於不同的產品種類而言，品牌個性所扮演的角色有差異，應該也對應

到不同的自我概念。因此，廣告中自我概念的呈現除了受到文化環境影響

之外，也會因產品類別作調整，本研究將「產品類別」納為調節變數一併

討論之。 

由於過去對於兩岸廣告中自我概念的比較研究並不多，無法導出具體

的方向性假說，因此本研究僅提出以下探索性的假說： 

H3-1：台灣廣告與大陸廣告中自我概念的展現有差異 

H3-2：兩岸廣告中自我概念展現的差異，於不同產品類別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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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廣告、品牌個性與文化 

世界各地的人有不同的生活環境，因此有不同的文化  (Hofstede, 

1980)。文化是一群人共同的生活方式，提供人們相互學習的行為典範 

(Barnowm, 1963)，它反映出人類環境的人為部份，包括實物（工具和結

構），以及對這些實物的主觀反應（價值觀，態度等）(Triandis, 1972)；

Hofstede (1980)認為，文化是在相同環境下，一種集體性的心智反應程式 

(Kluckhohn & Kelly, 1975)。依據上述，文化的範圍很廣，包含了內在的心

智狀態及外在的行為表現，它將因生活地域而有差異，但並無是非對錯。 

一、廣告文本的解讀 

胡光夏（1999）在 “廣告文化理論學派之探討――三種解讀廣告文本

的取徑分析”一文中，比較了研究廣告文本的三種取向：管理學派、文化學

派及社會學派。作者以 Harold Lasswell （1952）的傳播模式為架構：「誰

（傳播者）－說什麼（訊息或文本）－經由何種通道（媒介）－對誰（閱

聽人）－達到什麼效果」，其中大眾傳播媒體文本受傳播者、文本本身及

閱聽人影響。大眾傳播中，參與文本創作者很多，使得文本研究變得複雜，

相對地，廣告是來自廣告主的行銷概念，由創意人員配合創作，文本解讀

較為明確。 

1. 管理學派 

認為廣告意涵自然存在於文本之中，閱聽眾直接從中獲取廠商所

欲傳達的意涵。 

2. 文化學派 

認為廣告意涵相對存在於符號間，閱聽人的文化修為 (Cultural 
Competence)會影響他對廣告文本的解讀。 

3. 社會學派 

認為廣告的意義開放存在於閱聽人，文本會引發閱聽人多元、甚

至是相對的解讀，因此是開放的、多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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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派「文本多義性」的主張，涉及文學理論，並非本論文所欲探

討之重點。管理學派由實用性的觀點出發，置焦於廠商如何傳達訊息給閱

聽人；文化學派則考慮了文化的角色，認為文本傳達了社會與文化的意

義，也探討閱聽人如何接收。 

二、文化差異 

(一) 文化差異的衡量 

Hofstede 於 1980 年曾提出著名的國家文化差異的四個構面： 

1. 權力距離 (Power distance) 

社會對權力差異的接受與認可。 

2. 不確定性規避程度 (Uncertainty avoidance) 

社會願意接受與處理不確定性的程度。 

3. 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vs 群體主義 (Collectivism)） 

社會鼓勵自主決策及行動。 

4. 雄性主義 (Masculinity)（vs 雌性主義 (Femininity)） 

傳統男性價值觀對社會的重要性（如：成功）。 

該研究發出 116,000 份問卷，橫跨五十個國家、三個地區，結果發現

國家文化的差異，有一半可被該四個構面解釋。Hofstede 當初是以組織人

事的角度出發來探討國家文化差異，但近來行銷領域也開始應用 Hofstede

的架構，進行跨文化差異的研究（Albres-Miller & Gelb, 1996）。 

廣告訴求乃廠商在廣告中主打的產品賣點，而文化價值觀源自於消費

者的價值體系，兩個概念分屬於不同主體。本文參考 Albres-Miller & Gelb

（1996）的說法，假設：「廣告訴求」是將廣告與文化價值觀相互聯結的

導線，該研究嘗試應用 Hofstede 的架構於廣告研究之中：以 Pollay (1983)

的 42 個廣告訴求和四個文化構面作比較，抽取 Hofstede 研究中分屬不同

文化族群的 11 個國家，針對最暢銷商業刊物中的廣告，選擇四種廣告量

大的產品且正在進行推廣的品牌進行研究，將兩個架構相互對應。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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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延續此法來探討廣告中呈現的文化差異，而 Pollay 的 42 個廣告訴求及

其內涵將詳列於第三章第四節。 

(二) 華人文化價值觀 

Hofstede 的國家文化研究中，以華人社會為主的測驗對象包含台灣、

香港及新加坡，而未及大陸，因此無法由該四項文化構面直接進行兩岸比

較。近來中外學者研究華人文化價值觀，以「權威性格」及「群體意識」

為最多；可依此比較東西文化的差異，亦可嘗試著由歷史背景的差異推測

兩岸的不同。 

1. 權力距離 

楊中芳（2001）探討中國人的「權威性格」，整理了多位中外

學者的研究，無論是由儒家思想、價值觀念或人格發展的角度出

發（韋政通，1972；文崇一，1972；曾炆煋，1972），或是 F 量表

（法西斯主義性格量表），的測驗結果，皆一致指向中國人該傾向

較西方人高。 

Adorno（1950）定義權威性格，其特性包含「重傳統」、「服

從權威命令」等，與權力距離概念相近，Hofstede 的測驗結果也顯

示，華人文化（台灣、香港、新加坡）具有較高的「權力距離」

得分。 

大陸的共產政權以推翻既有當權者為號召，象徹無產階級出

頭，強調齊頭式平等，又曾歷經文化大革命，嚴重挑戰儒家文化

的正統性，對於權威及傳統的認同度降低；而台灣近來受西方國

家影響日深，偏向資本主義，貧富差距愈見懸殊，財富正是影響

權勢的重要因素，造成社會階級分明，推出假說 4-1： 

H4-1：台灣的權力距離接受度高於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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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確定規避 

Hofstede 的測驗結果顯示，華人文化的「不確定規避」得較低，

可能與殖民背景有關（台灣、香港、新加坡都曾受到殖民統治），

在雙重文化的生活環境中，對於模糊的容忍度自然較高。 

大陸近來經濟起飛，上海地區滙集了人才、資金等各項資源，

青壯年們摩拳擦掌正準備開創自己的一片天，勇於冒險，承擔高

利潤背後的高風險，對模糊的容忍度較高；而台灣距離經濟起飛

時期較遠，經濟持續繁榮，成長也減緩，人民在富裕的生活中習

於安定，因此對模糊的容忍度較低，推導出假說 4-2： 

H4-2：台灣的不確定規避傾向高於大陸 

3. 個人主義 

西方主流社會心理學，傾向用「集體主義」概括描繪華人，

近來有幾位華人學者提出質疑。 

楊國樞（1981）以「社會取向」來描繪華人行為：會儘量符

合社會期望，以保護面子，避免受處罰或被嘲笑等窘境；何友暉

（1991）將其說法歸類為兩種行事原則：一為「群體導向」－在

乎他人看法及自身形象；另一為「他人導向」，在乎他人看法及自

身形象。 

儒家思想的「親疏有別」與費孝通的「差序格局」（1947）呈

現了人際互動的層次，錢穆（1969）指出，中國人雖有「大我優

先」的想法，但不代表一定要犠牲小我，梅貽寶（1967）所謂的

「人本主義」（以人為生活中心），或許更能概括華人文化，可見

華人文化並不全然為「集體主義」。 

大陸過去的共產主義實行資源均分的政策，強調公平、均等，

縮小個人間的差異，至於今日的社會主義，情況略有改變；而台

灣受到西風東漸的影響甚深，加以貧富差距大，身份地位迥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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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個人色彩高於大陸；近年的大陸由於經濟發展迅速，個體間

競爭程度大幅上升，但預估其個人主義的表現仍不及台灣，推導

出假說 4-3： 

H4-3：台灣的個人主義傾向高於大陸 

4. 雄性主義 

就基礎建設與經濟發展程度而言，上海市中心比起台北，可

謂有過之無不及，但上海幅員廣大，消費者素質參差不齊，並非

所有人都跟上經濟發展的腳步，再加上台灣經濟轉型起步較早，

因此整體來說，台灣的商業化程度仍高於大陸，物質生活優於大

陸，也更重視現實利益（如：金錢、權勢）的追求，反應在廣告

上更是明顯，推導出假說 4-4： 

H4-4：台灣的雄性主義表現高於大陸 

三、廣告與文化 

廣告為大眾傳播的一種，由許多符號組成，以傳遞廠商的訊息，為了

喚起消費者的共嗚並迎合他們，廣告製作者常在廣告中呈現消費者的生活

經驗，或是運用文化價值觀，取得閱聽眾認同以達溝通效果 

(Kanso,1992)，因此認為廣告受文化影響，許多研究都支持廣告內容因文

化而有異的假設  (Cheng & Schweitzer, 1996; Culter & Javalgi, 1992; 

Ramaprasad & Hasegawa, 1992; Tansey, Hyman, & Zinkhan, 1990; Wells, 

1994)。 

另有反向說法，認為廣告會導致文化價值觀的改變；Lasch (1979)認為

廣告促使消費者成為生活中的主要價值，Lears (1983)也認為二十世紀的廣

告使得物質目標的追求替代了宗教目標的追求。廣告能表達生活中的細

節，為消費者提供風俗、娛樂、生活型態的重要資訊 (Holder,1973)，了解

不同社會階層的消費型態有助於社會階級的流動 (Belk & Pollay, 1985)。廣

告常反映出理想自我的形象，引導人們如何去生活，因此而左右我們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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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方式 (Berger et al., 1972; Peterson, 1983)。 

亦有學者主張雙向關係，認為文化價值既能影響廣告，也能為廣告所

反映 (Kuhns, 1970; Williamson, 1978; Albres-Miller & Gelb,1996)。文化對於

廣告的角色長久以來被探討，兩者的因果關係說法不一，但綜上所述，廣

告與文化間相互依賴的緊密關聯是不爭的事實。 

Tse, Belk & Zhou (1989)曾進行兩岸三地平面廣告的跨文化研究，探討

消費價值觀的差異，選擇最常見的區分方式：(1)實用價值 (Utilitarian)及 (2)

享樂主義 (Hedonistic)。提出塑造消費價值觀有三個因素：(1)經濟成長的

層次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2)政治意識型態  (Political 

ideology)以及(3)企業訓練和哲學 (Business training and philosophy)。 

該研究抽取三地的全國性報紙，在 1979 年至 1985 年每一年隨機選出

五十則有圖示說明的消費性廣告，運用內容分析法進行跨文化研究；結果

發現三地廣告差異很大，中國大陸的廣告訴求多為實用主義，香港以享樂

主義的比例為最大，台灣則居於兩者之間。分析也發現三地的廣告逐年相

互影響，有趨同的現象，但享樂主義僅在台灣及香港兩者間趨同，中國大

陸可能因為政治因素而受限，在 1979 至 1985 年間的廣告並未顯現與香港

或台灣趨同的現象。 

四、品牌個性與文化 

在《Culture’s Consequences》（1984）及《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1991）兩本書中，Hofstede 都曾說明人類心智狀態

的層次差別，清楚解釋「個性」和「文化」之間的關係，合併列示如圖 2-4，

並略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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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al)    Human Nature     (Inherited) 

Specific to group or category (collective)    Culture      (Learned) 
學習 文化集體性 

(Specific to individual)  Personality  (Inherited and learned) 

個人化 

普遍性 

 
圖 2-4  人格特質層級圖 

資料來源：Hofstede, Geert (1991).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London: McGraw-Hill International, p.6. 

 

(1) 人與生俱來的天性 (Human nature) 

泛指舉世皆然的生理及心理功能，像是恐懼、開心、悲傷……
等，這是全世界的人都會有的心理狀態；而情緒的表達方式不

一則是受到文化的影響。 

(2) 文化(Culture) 

文化屬於群體現象，人們所共享的心理狀態，為後天習得，意

即生活在同一環境下的人會受到相同的社會規範。 

(3) 個性(Personality) 

雖然人是群居的動物，但每個人都有獨特的個人經驗，因此個

性因人而異。 

Human nature 具有普及性，「文化」和「個性」則有區辨力，文化可

以區別群體間差異，個性則可區別個體間差異，而文化的涵蓋較廣，也會

影響個性的形塑，因此「個性」同時包含與生俱來及後天塑造兩個部份。

此概念亦可推及品牌，若將品牌人格化，產品種類決定了實體屬性，為既

有的特性，然廠商仍可形塑品牌個性，為後天的影響，這個部份就與文化

關係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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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是產品的符號象徵，對消費者來說，比產品本身的實體利益及其

商業價值來得更具代表性，因為它可以溝通文化意義，作為文化的載體 

(Carrier) (Doglas & Isherwood, 1978; Richins, 1994)。廠商要建立廣為接受的

品牌，不可不考慮消費者的文化背景，因此品牌中隱涵的意義可以傳達文

化的價值觀與信念 (Aaker, 2001)。 

Jennifer Aaker (1997)在《Dimensions of Brand Personality》一文中提

及，在發展品牌個性架構及量表時，必需注意跨文化的影響，這是之前研

究較為忽略的 (Paunonen et al., 1992)；過去研究也顯示，品牌的象徵作用

的確因文化而有差異，當 Aaker 到其他國家，如：日本、西班牙進行品牌

個性研究(Aaker, Benet-Martinez, & Garolera, 2001)，的確發展出不同的構

面。 

 43



五、小結 

為了解決消費者耗時費力搜集資訊的問題，廠商必須清楚且有效的傳

遞訊息；每個品牌都有其歷史、文化和個性，廣告夾帶大量訊息，品牌個

性表達鮮明的形象引人注意甚至獲取認同，廣告則扮演大眾傳播的角色，

有助於將所有訊息整合於同一方向 (Kapferer, 1992)。 

綜上所述，廣告與文化互為因果，關係緊密，而品牌個性可透過廣告

塑造，且於不同文化環境下，廣告中重視的品牌個性為反映文化差異而有

所不同，可藉由廣告研究來進行品牌個性的跨文化分析。 

品牌個性於一九七Ｏ年代成為研究品牌的焦點，既知廣告對品牌個性

相當重要，又尚未有人從這個角度切入，因此筆者嘗試著由廣告來觀察品

牌個性的呈現，並尋找品牌個性和文化差異之間的關聯性；Tse, Belk & 

Zhou (1989)的廣告跨文化研究探討的是文化中的消費價值觀，而本篇研究

則再加入 Hofstede 提出的文化差異四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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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廣告主題與文化 

Belk & Pollay (1985)的研究發現，廣告中的主題呈現可以反映出該地

的物質主義及其類型；經由美國暢銷雜誌（1900 ~ 1980 年）廣告的內容分

析，結果指出生活型態朝向奢華舒適的方向發展。 

該篇文章提及，1875 年 94%的家庭收入用在生活必需品，之後百餘

年，車子、電視等許多產品相繼出現，豐富了人類物質生活，也使得這段

期間被認為是「走向優質生活（the good life）的世紀」 (New York Times, 

1979)。“the good life”有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 (Richard, 1973; Nearing, 

1980)： 

1. 能夠遵循道德及宗教規範的生活 

2. 富裕而充滿物質享受的奢華生活 

第一個定義之中，生活是為了精神層面的追求；第二個定義則強調物

質層面的追求。而物質主義又可分為兩種類型  (Csikszentmihalyi & 

Rochberg-Halton, 1978)： 

1. 目的型物質主義 (terminal materialism) 

藉由消費、擁有優沃生活，直接從中獲取滿足，但慾望無窮，有

時很難如願。 

2. 手段型物質主義 (instrumental materialism) 

藉由消費，使得優質生活較容易達成，跳脫「越多越好」的表象，

結果常能令人滿意。 

Belk & Pollay 提出人們在看待事物價值時有三種方式，可以與質主義

的型態相互類比： 

1. Having 

重視該事物外表所呈現，將其視作地位的象徵，在乎該事物本身

的價值，屬於目的型物質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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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oing  

重視該事物的體驗及相關活動，在乎的是該事物的附加價值，屬

於手段型物質主義。 

3. Being 

希 望 該 事 物 能 夠 使 自 己 變 得 更 好 ， 屬 於 非 物 質 主 義 
(non-materialism)。 

由於過去對於兩岸廣告中廣告主題的比較研究並不多，無法導出具體

的方向性假說，因此本研究僅提出以下探索性的假說： 

H5-1：台灣廣告與大陸廣告中廣告主題的展現有差異 

H5-2：兩岸廣告中廣告主題展現的差異，於不同產品類別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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