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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品牌社群 

一、社群 

    社群（Community），對於社會學家、19 至 20 世紀早期的哲學家以及許多研

究者而言是一項突出、顯要的議題，在近百餘年來，社群已成為政治、宗教、學

術等領域的一個主題。Rothaermel 與 Sugiyama 認為社群是由個體所組成的群體，

而這群體是基於對於另一個社會實體的義務所組成（Rothaermel and Sugiyama, 

2001）。依據 T’o’nnies 對社群的研究，將社群依據形成的關係區分為：（1）因親

屬關係所形成的社群關係，（2）因地域關係所形成的社群關係，（3）因心理關係

所形成的社群關係。 

    Bressler 與 Granthan 是這麼描述社群的－「當一群人聚在一起並相互依賴

時，就會產生一個社群」（Bressler and Granthan, 2000）。不過這個描述對於能否

認定一群人為「社群」還是太過模糊，因此 Karp、Stone 與 Yoels 三位學者指出

社群的三個要素為：（1）持續維持的互動關係，（2）共享的一些價值觀與特質，

（3）特定的地域範圍。不過由於交通工具、傳播技術與通訊科技的進步，人與

人之間的互動與溝通範圍也會漸漸的擴大（Wilson, 1990）。 

1983 年，Anderson 提出一個社群通常會具有下列三種特性： 

（1）對社群的認同感；（2）共享的儀式與傳統；（3）對社群有道德責任。

（Anderson, 1983） 

 

二、消費社群 

    有時候，社群成員會將某些產品種類的消費經驗與行為當作社群活動的內

容，或是將這些與產品或是消費經驗相關的話題成為慶典、傳統習慣的一部分，

我們便可將這些社群視為消費社群（Consumption Community）。在消費社群中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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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可以發現到集體消費（Communal Consumption）的情形。 

    McGrath、 Sherry、與 Heisley 說明有些農莊經常會在週末時舉辦定期的聚

會，在聚會中一切擺設、服裝與交易行為都如同舊有社會的形式一般，參與的成

員在這個聚會中可以經歷一種復古的消費經驗（McGrath, Sherry, Heisley, 

1993）；McAlexander 與 Schouten 在一份研究中針對哈雷機車與吉普車的也發現

到雙方的社群成員都會創造出一種集體消費經驗。而像這樣的社群都可以稱為消

費社群。 

隨著工商業的發展，Boorstin 發現到美國的社群已經漸漸的由人際關係的連

結漸漸轉移至使用品牌產品的經驗連結（Boorstin, 1974）。而經由消費行為組成

社群的成員們並不僅是由於他們感到失落並且想要尋求歸屬感而已（Albert M. 

Muniz, Thomas C. O’Guinn, 2001）。 

 

三、品牌社群 

2001 年，Muniz 與 O’Guinn 兩位學者經由觀察麥金塔電腦社群以及汽車的

社群後正式提出「品牌社群」的概念，他們定義品牌社群是「以品牌的消費者結

構化的社會關係（structuralized social relationship ）為基礎，具有特定性以及不

受地域限制的社群」。而在之後描述「品牌社群」是「一個社會實體，其中反映

出品牌在平日生活中是如何與消費者連結、品牌是如何深植於消費者的心中以及

消費者間關係連結」（Albert M. Muniz, Thomas C. O’cuinn, 2001）。 

    其實，品牌社群乃是由消費社群進一步發展而來的；在消費社群中，社群成

員是針對特定品類的產品來進行社群連結，如摩托車、紅茶、農產品等，而當消

費社群的成員將其重心漸漸由特定品類的產品聚焦於特定品牌的產品變演變成

品牌社群。因此品牌社群也算是正式社群的一種，那麼品牌社群便也具有下列特

點（Muniz and O’Guinn, 2001）： 

 

1、凝聚力與對社群的認同感（consciousness of 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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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項特點對於品牌社群而言是最重要的一個特性，成員會感到與社群以及

其他社群成員間有強烈的連結。 

在被稱為「社群」的團體裡面，成員們會盡可能清楚地劃分特定品牌的使用

者以及其他品牌使用者，並且產生對於特定品牌的認同感；而像這樣對於社群的

與品牌的認同感也可以幫助社群的發展不受地域範圍的限制。 

透過 Muniz 與 O’Guinn 對於許多社群的觀察發現到凝聚力與認同感的來源

可以來自於下列二者： 

（1）正統性（legitimacy） 

 成員會藉由判斷一個人是否對於品牌有正確的認識與喜愛（really know the 

brand）或是一個僅因為盲目的追隨潮流而使用品牌產品（wrong using reason）

來區分是否為真正成員。而在有些社群裡面會有組織的架構，如「會員制」與「組

織地位階層制」的關係，也可能進一步形塑成員們「正統性」的感受。 

 不過品牌社群成員對於正統性的維護有時會有排外問題產生的可能，這也

可能造成品牌社群規模的成長受到侷限。 

（2）反抗或敵對性的品牌忠誠（oppositional Brand Loyalty） 

有時候品牌社群的成員藉由對抗其他品牌來建立社群共同經驗與品牌意義

內涵，而此類的品牌社群會因為有強大的敵人而顯得更加強壯與緊密，亦即社群

是為了因應威脅而團結，因此許多品牌社群（brand community）在品牌面臨威脅

時期會有最強而豐富的連結關係。Muniz 與 O’Guinn 即是從麥金塔電腦社群的發

展觀察到此一現象。 

 

2、共享的理念與傳統（shared rituals and traditions）： 

一個社群的意義是可以透過共享的理念與傳統來表現的，並且可以作為平時

過程的一環。共享的理念與傳統以共享的消費經驗作為重點，並在被編排好的互

動模式中與其他品牌的使用者持續的接觸中複製與再生品牌的意義與社群方式。 

共享的理念與傳統的（shared rituals and tranditions）的主要來源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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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藉由慶祝品牌的歷史所產生（celebrating the history of the brand） 

品牌歷史的教導與傳授讓品牌社群充滿生命力並進一步塑立其文化；此外，

對品牌歷史的了解是品牌社群的文化資產 

（2）分享品牌故事（sharing brand stories）： 

    品牌故事的傳遞與分享對於社群的創造與維護都佔有重要的地位，而故事的

來源可能來自於平時消費者與品牌互動的過程，也可能來自於品牌創立的故事與

歷程。那麼分享品牌故事這件事對於品牌社群而言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有下列益

處： 

a. 益處 1- 強化成員們對於社群與品牌的認同感（reinforces consciousness 

of kind）； 

b. 益處 2- 幫助成員們學習了解社群的價值觀念（learning communal 

values）； 

c. 益處 3- 透過分享故事的過程中，會員可能因為對時故事有類似的感受

而認為找到相似心智夥伴的歸屬感； 

d. 益處 4- 藉由故事來確認社群的正統性並且藉此讓品牌的文化與社群意

義與精神得以存在（ensure the legacy and thus survival of brand cultures 

and their communities） 

此外，品牌社群的成員知道品牌是由公司所創立的，但是卻認為品牌是由公

司與品牌社群共同擁有，因此品牌社群的成員認為公司應當要扮演一個稱職的品

牌管家。 

 

3、道德責任（moral responsibilities）： 

道德責任的定義是「對於整體社群以及社群內的個人都具有某種責任感」（a 

sence of duty to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and to individual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而這種道德責任的存在有兩個主要使命與目的： 

（1）有效整合並且留住既有的成員（Integrating and Retaining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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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幫助品牌的使用（Assisting in the Use of the Brand），會員們可以藉由主

動幫忙解決問題以及分享品牌相關資訊來促進品牌被「正確的」使用以及大眾對

於品牌的了解。 

 

4、而由於現代交通工具與通訊方式的進步，品牌社群多了一項特性－不受

地域限制（Not be bounded by geography）。 

 

透過 McAlexander、Schouten 與 Koenig 的研究指出，在行銷上運用品牌社

群有以下六點好處（McAlexander, Schouten, and Koenig, 2002）： 

1、 社群成員可以成為品牌資訊者（brand missionaries），讓資訊快速的在社群間

傳遞； 

2、 社群成員對於品牌在產品上的失誤能夠展現更多的寬容與接納； 

3、 社群成員比較不會轉換品牌，以及對於品牌的忠誠度會比較高； 

4、 社群可以提供給公司的管理階層意見，而有些重要意見是平時品牌經營者不

會聽到的； 

5、 社群的成員們可以變成一個有效支持品牌延伸與品牌授權產品的市場，以及

社群成員會比較願意去購買品牌相關的其他產品線； 

6、 社群成員會長期的投資持有品牌公司的股票。 

    另外，品牌社群也能夠透過下列 4 種方式來協助企業經營： 

1、 蒐集顧客名單與顧客資料庫的建立； 

2、 口碑行銷幫助產品銷售； 

3、 降低營運成本； 

4、 將品牌社群活動與實體行銷活動結合，發揮更多的效力。 

    除了上述優點外，品牌社群的經營也可以有效的促進消費者的滿意度以及對

品牌的忠誠度（McAlexander, Kim, and Roberts, 2003），若是利用品牌社群來進行

關係行銷也可能會對於品牌的顧客權益與顧客資本會有所幫助。（Cha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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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eng, 2005） 

 

四、顧客與品牌關係 

    在 20 世紀初，大多的人都認為消費者與品牌之間的關係是一個一對一的關

係，亦即消費者與品牌之間的關係是很單純、不受其他因素影響的，因此品牌可

以單純的針對消費者個體進行行銷活動即可控制消費者對品牌的關係，如圖

2.1.4-1(a)所示。 

    而在 2001 年，Muniz 與 O’Guinn 兩位學者提出品牌社群的觀念時，將品牌

社群定義為「以品牌的消費者結構化的社會關係為基礎，具有特定性以及不受地

域限制的社群」（Muniz and O’Guinn, 2001），此時也發現到其實消費者與品牌的

關係不僅僅受到品牌與消費者間互動情形的影響，同時也會受到其他品牌消費者

的影響，因此將既有的「品牌－顧客」關係加入與其他消費者的關係形成「品牌

－顧客－顧客」關係模型（McAlexander, Schouten and Koenig, 2002），如圖

2.1.4-1(b)所示。 

    不過，到了 2002 年，McAlexander、Schouten 與 Koenig 三位學者整理了前

人的許多研究發現到消費者與品牌之間的關係不但與品牌本身以及其他品牌消

費者的關係相關，消費者還會更進一步的去衡量對於擁有品牌的公司、行銷事件

以及品牌產品的觀感後，才能決定消費者與品牌之間的關係。因此，Koenig、

McAlexander 與 Schouten 三位學者提出了品牌社群的顧客關係模型，模型表示出

消費者會與品牌之間的關係受到下列四種互動關係的影響，如圖 2.1.4-1(c)所示： 

1、消費者與品牌的關係：在 1996 年，Aaker 便將品牌生動的擬人化，將品

牌管理者如何看待品牌的「品牌認同」以及消費者如何看待品牌的「品牌形象」

以「人的構面加以解析」，因此品牌就像是一個人，在平時會透過畫面、廣告、

品牌行銷活動等方式表現出品牌管理者心中的品牌性格並塑立品牌在消費者心

目中的形象並且與消費者進行互動，因此消費者與品牌本身是有特定互動關係的

（Aaker,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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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費者與產品間關係： 消費者與品牌的關係，其實消費者與產品的經驗

也佔有相當重要的一環，消費者看待品牌的方式、態度，其實也會受到平時與產

品互動的經驗影響，而產品的特質也會可能會品牌特質的一部分（Aaker, 1996），

當今天品牌產品是不斷創新以及品質優良的時候，這就傳遞給消費者「這個品牌

是現代的、優秀的」等訊息，而當產品與消費者有良好的互動經驗，那麼消費者

便會更願意在日常生活中與品牌有更多的聯結，另外，在 Belk（1988）年的研

究中也發現到，消費者會藉由於衡量與產品之間的關係以及產品給消費者的感覺

來判斷消費者與品牌之間的關係（Belk, 1988）； 

3、消費者與公司行銷人員間關係：由第一點的描述可以發現銷費者看待品

牌的方式會受到行銷活動、平時被服務的經驗以及與品牌公司互動經驗等因素的

影響（Aaker, 1996）；在 1999 年，Price 與 Arnould 的研究也發現到當公司能夠與

品牌消費者者建立良好的友誼性關係時，那麼消費者便會比較樂意與公司以及品

牌建立長久的商業關係，亦即消費者會以實際行動來擁護品牌（Price and Arnould, 

1999），因此當消費者能夠與公司的行銷人員間有更好的互動關係時，消費者對

於品牌的印象以及與品牌的關係都會有更好的發展； 

4、消費者與其他消費者的關係：而在品牌社群中，消費者與品牌之間的關

係也會受到其他品牌擁有者的影響，因此在 Muniz 與 O’Guinn 的研究中便形塑

出「品牌-顧客-顧客」的三角關係模式，可參圖 2.1.4-1（b）所示（Muniz and O’Guinn,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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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Koenig、McAlexander 與 Schouten 三位學者的研究中發現（圖 2.1.4-1（c）），

在品牌社群中，當消費者與其他四者的實體接觸與連結越多，就越能改善或加強

消費者與品牌的關係，因此這些關係是具有累積性並會產生綜效的，因此便發展

出「品牌社群顧客關係模型」，用以描述消費者與品牌關係的建立過程中，與產

品、品牌、經營公司以及其他品牌擁有者與社群成員四種關係的互動模式。而

Koenig、McAlexander 與 Schouten 藉由量化問卷用以衡量品牌社群的顧客關係模

型中的四種關係的強弱時，便會得出一個「品牌社群綜合指數」（Brand Community 

品牌 

顧客 顧客 

核心顧客 

品牌 產品 

行銷人員 其他顧客 

品牌 顧客 

(a)傳統的顧客－品牌關係 

(b) 品牌－顧客－顧客關係模型 

(c) 品牌社群的顧客關係模型 

圖 2.1.4-1  品牌與顧客關係 

資料來源：McAlexander etl.，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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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BCI），在品牌社群綜合指數中，所包含的包括四種關係的強弱，而

本研究便以「品牌社群綜合指數」用來衡量「品牌社群顧客關係模型」中各種關

係的強弱。 

 

第二節 社群經營 

一、忠誠度與社群歸屬感（a sense of community） 

許多公司都希望藉由諸如消費集點、優惠活動、公司對顧客的信件、品牌社

群等「忠誠度方案（loyalty program）」的推展具有增進消費者對於公司與品牌忠

誠度的功用，但是究竟忠誠度方案活動能否確實可促進忠誠度提升的問題答案往

往是不一定的，儘管有研究顯示出鼓勵消費者參加品牌社群的活動是一項重要的

品牌策略活動（Muniz and O’Guinn，2001）。 

忠誠度方案（loyalty program）又可以分為兩類（Rosenbaum, Ostrom and  

Kuntze, 2005）： 

 

1、「人際的忠誠度方案（communal loyalty program）」，這些活動由品牌公司

所贊助，其目的在於藉由讓參與的成員感受到「社群歸屬感（sense of 

community）」將大眾對組織的支持再轉移至消費者身上，而 McMillian 與

Chavis（1986）定義所謂的「社群歸屬感（sense of community）」包含歸

屬感（belonging）、彼此在乎關心的人際關係、以及一種相信會再次聚首

的共享承諾； 

2、「實質利益的忠誠度方案（non-communal loyalty program）」，這些活動由

品牌公司所贊助，其目的在於藉由提供會員像是折扣、紅利等實質利益

（financial benefits），將大眾對組織的支持再轉移至消費者身上，希望讓

消費者與公司有更好的關係並建立起消費者對公司的忠誠度。 

    McMillian 與 Chavis 在 1986 年的研究中就指出當消費者參加一個團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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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消費者與社群中的成員能夠獲得以下幾種利益時，就會有「社群歸屬感（sense 

of community）」的產生： 

1. 會員的制度與會員關係，也就是一種團體歸屬感（belonging）的感受； 

2. 覺得自己在團體裡的意見是受到重視的，藉此也可以感覺成員自己對於

社群是有影響力的； 

3. 藉由團體關係可以滿足參與者的需求，如馬斯洛需求層級理論中的人際

關係與社交的需求； 

4. 分享彼此情感連結，如彼此對於相似體會以及共享的故事有同樣的認同

與信念。 

 

Rosenbaum、Ostrom 與 Kuntze 在 2005 年的研究以社群成員的「社群歸屬

感（sense of community）」的高低程度作為將忠誠度方案活動分類的依據。結果

發現到像汽車、遊艇等奢侈豪華品的產業，其社群以及忠誠度方案較能讓消費者

有社群歸屬感，而像是健康食品、化妝品等比較偏向民生消費品的品牌則以提供

實質利益為主。 

而更進一步研究兩種忠誠度方案的消費者在忠誠度的差異，發現到「品牌歸

屬感較強的消費者」對於品牌公司有較強的忠誠度，並且由於跟其他消費有有良

好的互動以及在活動方案中感受到具地位與榮耀感等感受，因此與品牌的關係是

更為緊密的；不過接受忠誠度方案的消費者都表示忠誠度方案確實會影響消費行

為、對於品牌公司都具有正面印象與好感，並且都會幫助品牌公司消弭、停止傳

播不利的新聞與消息（Rosenbaum, Ostrom and Kuntze, 2005）。因此也證實了忠誠

度方案對於品牌公司以及建立消費者對公司的忠誠度方面的確是有幫助的。 

 

二、網路品牌社群經營 

過去幾年，許多民生消費品公司藉由建立起全球的網路社群，創造出一個讓

顧客彼此互動的平台並形成新的顧客關係，由於對於某些商業目標與日常運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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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的疑惑促使這些公司在網路上建立社群。 

社群提供成員分享經驗、解決問題、見面接觸以及發掘工作機會等功用。不

過，有時候自發性社團也會因為做出在「觸法邊緣」的行為而可能損害品牌形象，

如哈雷機車俱樂部便是一例，俱樂部成員在成立之初，經常騎著哈雷機車出遊，

但是隆隆作響的引擎聲、飆車與偶而違反交通安全等行為卻讓許多社會大眾因此

對哈雷機車有了不好的印象，因此哈雷機車公司便決定自行組織社群，以便對社

群行為做出規範與影響力。 

由於網路社群可以讓消費者擁有聊天、討論區以及接觸互動其他人的功能，

有些消費者會在網路上尋找具有相似興趣、價值觀的人，進而形成「真實血統關

係（genuine relationship）」，因此在未來，「網路社群」將成為一種新的行銷工具。

而如何管理網路社群的技巧也將會是行銷人員漸漸要具備的一項行銷能力，因此

雖然現在有許多公司將經營社群的工作外包，看似節省成本，但是其實也喪失了

學習管理社群技巧的機會以及社群所可能帶來即時回應以及與消費者直接接觸

的益處。 

    Gil McWillian 經由觀察現在一些社群的經營情形，發現到當一個社群如能提

供給參與者以下利益時會比較容易讓社群能長久的經營下去（Gil McWillian, 

2000）： 

1. 交流共同興趣以及所關心事務的平台（A forum for exchange of common 

interests）； 

2. 具有一定的行為規範或行為特性的空間感受（A sense of place with codes of 

behavior）； 

3. 奠基於信任的關係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congenial and stimulating 

dialogs leading to relationships based on trust）； 

4. 鼓勵更多人積極的參與互動換（Encouragement for active participation by more 

than exclusive f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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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經營以品牌為基礎的網路社群（brand-based online community）所

須具備的能力可以分為「帶領社群成長的能力（leading and growing the 

community）」、「管理社群成員得能力（managing volunteers）」、「創造並且帶動社

群內容的能力（creating and editing appropriate content）」三項。 

網路社群的策略與品牌經營策略是相關聯的，社群管理者必須知道如何將相

同的核心訊息傳達給不同的聽眾以及如何用不同的表達方式傳遞一項核心訊

息，最後讓品牌的不同面向可以整合在一起並帶給品牌最大的益處（Gil 

McWillian, 2000）。 

 

三、品牌行為與顧客關係 

關係（relationship）乃是兩個社會實體間一連串的互動，而且互動是可能會

延伸到未來的，這與陌生人間是有意義上的不同（Hinde, 1976），因此個人與品

牌間亦可說具有某種有意義的關係。 

Clark 與 Mills 在 1993 年的研究中認為關係可以被分為奠基於經濟因素

（economic factor）或是社會因素（social factor）兩種關係類型。 

奠基於經濟因素的關係可稱為交換關係（exchange relationship），強調夥伴

間強調利益互換與回饋的（Clark and Mills，1993；Clark、Mills and Corcoran，

1989），人們比較在乎從關係中獲得的利益與自己的付出，並且會預期自己的付

出能帶來同等的回饋（O’Malley and Andrews, 1983）。 

而奠基於社會因素的關係稱為人際社群關係（communal relationship），對夥

伴的付出的用意並不在於獲得利益的回饋，而是希望能表達對對方得關懷，人們

會感覺自己對他人的福利與需要有某種責任感與回應的義務。 

Pankaj Aggarwal 在 2004 的研究中，透過三項實驗觀察發現到「當品牌的行

為與互動合乎關係的準則規範時，消費者就會給予較正面的評價」；其研究結果

簡述如下： 

1、 人際社群關係的消費者在接受品牌公司不需付費的特別服務時評價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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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較於交換關係的成員，人際社群關係的成員當品牌公司對於消費者的協

助給予不對等的回應時，成員認為這表示消費者的行為是品牌所真正需要

的，因而會給予較高的評價； 

3、 品牌公司在給予消費者幫助後，立即的要求消費者回饋較不能得到人際社

群關係中成員的認同。 

 

    不過雖然消費者品牌的關係在研究中分為交換關係與人際社群關係兩類，不

過在現實生活中，消費者要與品牌建立關係往往需要進行消費與一些代價，因此

就某部分來說其實都會帶有部分交換關係的成分。然而，若我們知道消費者與品

牌的態度會受到消費者與品牌公司間關係規範的影響，那麼這也表示公司可以透

過設立關係中的規範來影響消費者往後的行為與態度（Pankaj Aggarwal, 2004）。 

    最後，Aggarwal 的研究給經理人三項重要的啟示（Pankaj Aggarwal, 2004）： 

1、與消費者的關係建立是需要一些成本的； 

2、金錢報酬未必一定是獎賞消費者最好的工具，有時候可能會有一些不太用

花成本的方法也很有用； 

3、儘管最後的行動結果都是一樣的，但是有時候一些行動過程中的小差異卻

可以造成消費者最後的評價。 

 

四、部落行銷（Tribal Marketing） 

在近代，我們所生長的時代被如英、美等「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國家

所主導，「個人主義」主張人們擺脫就有的環境束縛、追求自我的解放與自主，

造成舊有的社會制度與文化逐漸崩解，如家庭制度、村落制度等可能加諸人們束

縛的許多觀念遭受到強大的觀念挑戰。 

不過，近年來我們逐漸觀察到可望解脫束縛的人們有漸漸的向社會群聚的方

向移動，於是漸漸的形成一種社會重新組織並形成新型態社群（community）的

結果（Goulding et al, 2001），這也可以表示為人們重新開始想要穩定或尋求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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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結（social link）。 

於是，在 2002 年當品牌社群的觀念在 2001 年提出並被廣泛討論與研究的同

時，Bernard Cova 與 Véronique Cova 兩位學者提出了「現代部落」的觀念，並且

進一步發展用「現代部落」進行行銷的觀念，也就是「部落行銷（Tribal Marketing）」

（Bernard Cova and Véronique Cova, 2002）。 

現代部落（tribe）是會不斷變遷的，因為一群人共同的精神與信仰而重複存

在，但也僅維持這些精神吸引力所作用的時間或是階段任務達到的時候。 

就拉丁文化的觀點，社會是由許多讓人分享情感連結、共通的次文化及生命

觀的微小群體的網路關係所組成（Maffesoli, 1996）。在這樣的社會觀下，行銷被

視為部落連結的動量（marketing as a vector of tribal linking）（Cova, 1997）；而消

費者會依據商品與服務能否允許、支持部落形式般的社會互動來決定其價值，因

此Godbout 與 Caillé在 1992年即認為消費者在進行消費決策時會比較注重商品

的連結價值（linking value）更甚於使用價值（use value）。因此在拉丁的觀念，

行銷被看作是設計並推出能夠有社會聚集功能以促進消費者在當下成為部落一

員的商品與服務的一連串活動，也就是「部落行銷（tribal marketing）」（Bernard 

Cova and Véronique Cova, 2002）。 

組成群體可以分為兩種，第一種稱為主要群體（primary grouping），成員經

由共享與具體的經驗以鏈結，第二種稱為次要群體（secondary grouping），群體

的存在會與其他集合因子（collective actors）作用，藉由群體成員的共享情緒進

一步影響他所存在的公共領域（public domain），而新興的部落便同時具有這兩

種群體組成的特性。 

部落（tribe）與社群（community）是不同的，品牌社群是完全商業性，不

過部落是圍繞在人與人間相同的熱情而組成。部落行銷支持那些可以幫助人們一

位同樣的情緒與熱情而成為群體的商品與服務，而較少著重於針對某些特定與完

全一般的消費者或是一個廣泛的客群（segment）。在之前提到，消費者會根據商

品與服務對連結人們情緒與熱情的功用來進行評價，因此，當商品與服務對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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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結的貢獻愈大，則表示這件商品與服務的連結價值也就愈高（Bernard Cova and 

Véronique Cova, 2002）。 

就部落與企業組織的關係來講，部落並非完全獨立於公司組織之外，而是組

織網絡的一部分，反之組織也是部落的一部分，如此一來，部落就可以成為行銷

者降低組織邊界並提升組織競爭力的來源（Bernard Cova and Véronique Cova, 

2002）。 

而在網路世界裡，藉由共享的熱情所組成的虛擬部落正快速的出現，這些虛

擬部落成員積極參與、活躍、健談並不斷的對話，因此與所謂一般的網路社群又

會有所不同。因此行銷人的目標並不在於控制資訊的流動，而在於如何聰明的使

用這些部落並與消費大眾建立堅固、穩定可長久的關係。 

 

第三節 品牌與產品分類 

    在 1923 年，Copeland（1923）首先依據消費者在盡行消費決策時投入的心

力、是否會比較品牌的不同以及是否有品牌偏好度三項將消費品分為便利品、選

購品與偏好品三類。其後又陸陸續續的有許多學者投入消費品分類的研究中，因

此也提出許多不同的消費品分類方式，至今比較常見並且被應用在實務上的的消

費品分類模式有下列幾種： 

1、 1980 年由 Richard Vaughne 所提出的 FCB 消費品分類模型（Foote, Cone &  

Belding Model，FCB Model）： 

    Richard Vaughne 在進行策略性分析時，為了讓行銷規劃與略制定能有所依

據，利用消費者購買產品時的「涉入程度」以及「感性或理性程度」兩個構面將

消費品分為四大類（Vaughn,1980），見圖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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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urphy 與 Enis 產品分類方式： 

    在 1977 年 Holbrook 與 Howord 依據產品特性、消費者特性與行為反應將消

費品在既有的 Copland 分類上再加以區分為便利品、偏好品、選購品與特殊品四

大類。而在 1986 年，Murphy 與 Enis 根據購買者在購買產品時投入的心力和風

險程度，將產品分為便利品、偏好品、選購品與特殊品四大類（Murphy and Enis, 

1986）。 

    1988 年，日本學者星野克美指出當社會到達過剩消費的市場階段，產品便

會開始增加感性、文化的要素，而消費者行為便增強非理性的因素，就像現在許

多民眾在購買手機、衣服等產品時，不僅僅會考慮這些產品的實質功能，如手機

功能與衣服材質的保暖程度，還會進一步考慮手機的外型、品牌、鈴聲，衣服的

剪裁、品牌、風格等非理性因素後，才會做出最後的消費選擇。 

    因此，星野克美（1988）將商品的價值分為兩類： 

1、物的價值：由商品的功能、品質、性能等因素所形成的價值； 

2、符號價值：由商品的設計、顏色、品牌、廣告、企業形象等因素所形成的價

值，進一步成為消費者對商品的印象與意義而成為消費者在感性選擇的標的。 

高涉入/理性 商品 

教育性（理智人） 

如：車子、房子、家具、

新產品 

高涉入/感性 

情感性（感覺人） 

如：珠寶、化妝品、流

行服飾、機車 

低涉入/理性 

習慣行成（行動人） 

 

如：食品、日用品 

低涉入/感性 

自我滿足（回應人） 

 

如：煙、酒、糖 

理
性 

感
性 

高涉入 

低涉入 

圖 2.3-1  FCB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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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也表示，在較為成熟經濟的市場上，商品必須藉由附加代表特殊意義的

符號才能使消費者更強烈的認知到商品的存在，進而成為消費者選擇的對象。好

比儘管現今市場上筆記型電腦都由少數幾家代工廠製造，但是相較於從相同代工

廠生產卻未標示任何品牌的產品，當產品表示上如 SONY、HP、IBM、BenQ 等

被賦予不同意義的品牌名稱、符號就是比較容易吸引消費者的目光，進而成為消

費選擇的標的。 

    1990 年，呂玉華認為理性與感性並非截然二分的，高感性並不等於低理性，

反之亦然。因此將產品依據顧客在購買產品時所接受到理性訊息與感性訊息的重

視程度將產品分為 4 大類，見表 2.3-1（呂玉華，民國 79 年）： 

 

 

 高感性 低感性 
高理性 1.高理性/高感性 產品 

    大部分屬於耐久性消費

品，使用時間長、價格較高、

交易次數較少、技術複雜度

高、外顯性高。 

2.高理性/低感性 產品 
    大部分屬於耐久性消

費品，不過通常在私下的場

合使用。 
 

低理性 3.低理性/高感性 產品 
    購買次數多、價格中

等、技術複雜度低、使用時

可能與朋友在一起。 

4.低理性/低感性 商品 
    非耐久性消費品，使用

時通常沒有其他外人、或是

別人對此種產品消費也不

太重視。 

 

將消費品分類使眾人開始注意到不同分類的產品在行銷上的差異。因此也有

許多學者開始研究不同類型的消費產品在行銷上的差異；在 1993 年，林靈宏、

劉水深與洪順慶三人即依據呂玉華的產品分類概念比較不同類型消費品的行銷

策略異同，結果發現在感性程度與理性程度分類上不同類型的消費產品廠商在

4P 行銷策略中的定價策略、通路策略與促銷策略確有不同之處（林靈宏、劉水

深、洪順慶，民 83 年）。 

表 2.3-1  呂玉華產品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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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顧客權益與品牌忠誠度 

一、顧客權益 

近年來，許多企業與公司為了建立顧客與組織的良好關係而投入許多資源於

顧客關係管理（CRM）相關軟體或是行銷活動，但是有時候公司卻會發現到公

司所回收的效益有限。於是，企業開始重視如何建立「可獲利的顧客關係

（profitable customer relationship）」（Chang and Tseng, 2005）。 

對於公司而言，一項專案是否值得投資經常是用 NPV 的概念，而顧客權益

的概念便是將顧客當作公司的資產來加以看待，而其現金流便是顧客創造的利潤

或貢獻以及公司為了讓顧客貢獻所投入的成本。藉由將現金流量以及顧客創造的

價值折現，據此來衡量顧客對於公司的貢獻程度並且可以作為公司是否應進一步

的投資在顧客身上以誘發消費者的消費（Behram Hansotia, 2004）。 

於是學者們便提出了顧客權益（Customer Equity）的觀念；在 2001 年，Rust、

Lemon 與 Zeithaml 三位學者將顧客權益定義為「顧客終生價值的折現值」，並指

出顧客權益有下列三種趨力（Rust, Lemon and Zeithaml, 2001）： 

（1）價值權益（Value Equity）：代表消費者客觀衡量品牌所帶給消費者的效益； 

（2）品牌權益（Brand Equity）：代表在品牌客觀價值之外，消費者主觀認知的

品牌的價值以及品牌帶來的無形資產的部分； 

（3）關係權益（Relationship Equity）：代表消費者願意與品牌保持關係的傾向。 

每家公司的顧客權益可以用下列公式來表示（Behram Hansotia, 2004）： 

顧客權益總合= (顧客總數) *(平均顧客終身價值) 

 

    而顧客權益本身以可以如下分解（Behram Hansotia, 2004）： 

顧客權益=新顧客權益(New customer equity) ＋既有顧客權益(Veteran 

customer e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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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顧客權益（New customer equity）= (第一次交易的現金流量)－(至第二次消

費前的行銷與服務支出)。 

2. 既有顧客權益(Veteran customer equity)=自第二次消費開始，未來消費者交易

的現金流量折現值。 

 

二、顧客權益管理 

在對於顧客權益的定義有所共識後，許多學者便開始研究該如何來管理顧客

權益。 

在 Rust 等人定義顧客權益的隔年，Rust、Lemon 與 Hogan 三人將顧客權益

管理定義為「藉由提升個體消費者的終生價值來將顧客權益極大化的管理手段」

（Rust, Lemon and Hogan, 2001）。 

    在 2002 年，Paul D. Berger 等人將顧客視為公司的資產，並認為組織可以透

過資料庫建立（database creation）、市場區隔（market segmentation）、估測消費

者購買行為（forecasting customer purchase behavior）與資源分配（resource 

allocation）四大動作來有效的擴大顧客所能帶給組織的貢獻價值，並藉由這四種

動作的施行讓組織的行銷動作更能與消費者的行為產生連結（Berger, Bolton, 

Bowman, Briggs, Kumar, Parasuraman, and Terr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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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  顧客資產管理 

 

 

而根據 Beram Hansotia 對於顧客權益組成的了解，認為公司可以透過下列三

種手段來擴大其顧客權益（Hansotia, 2004）： 

（1）招攬顧客（customer acquisition）； 

（2）藉由讓顧客購買多餘的或是額外的產品來發展顧客權益（customer 

development through add-on selling）； 

（3）留住既有顧客（customer retention）。 

    上述的三種擴大顧客權益的做法中，第一種手段最主要的目的是擴大「新顧

客權益」，而第三種手段為保持住「既有顧客權益」，第二種手段藉由增加消費頻

率以及每次交易的貢獻價值來擴大每位消費者所能帶給公司的價值。 

 

三、品牌忠誠度 

1995 年，Reichheld 與 Sasser 在研究中發現到「當消費者在一個企業的時間

顧客行為 

估測不同族顧客的平均

終身價值 

將顧客依據某些特

性分群 

藉資源分配極大化

顧客價值 

行銷動作 

建立全面性、即時性的

消費者資料庫 

各單元間的互相影響

及資訊流通 

顧客資產管理的關鍵單元 

參考資料：Berger et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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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長，則消費者能為企業創造的利潤就越高」；Reichheld 與 Sasser 以汽車服務業

為例，第一年美一位顧客金能為公司帶來 25 美元的收入，但隨著時間增長，一

位顧客分別在第二年、第三年、第四年及第五年為公司帶來 35 美元、70 美元、

88 美元、88 美元的收入，可參考表 2.4-1。可以看出來顧客所能為公司帶來的利

潤在第一年過後即快速增加，而 Reichheld 與 Sasser 指出這些利潤的來源主要為

服務忠誠顧客以及增加顧客滿意使顧客增加採購量、忠誠的顧客使營運費用降

低、忠誠顧客介紹新顧客購買公司的產品以及忠誠顧客在使用特殊服務的消費。 

 

表 2.4-1  Reichheld 與 Sasser 汽車服務業研究 

顧客年資 每位消費者貢獻收益 倍率（％） 

1 25 100 

2 35 140 

3 70 280 

4 88 350 

5 88 350 

 

顧客對品牌或是組織的忠誠度近年來已被廣泛的認為是行銷的重要目的，其

價值甚至被認為是「商業人士的自信（Confidence of businessman）」。Sheth 指出

品牌忠誠度為「當消費者處在有時間限制與沒有時間限制的情形下，購買特定品

牌的相對次數」（Sheth, 1968）。1984 年，Reynold 與 Gutman 以「態度」來衡量

品牌忠誠度，因此品牌忠誠度在此為「在不同的時間點，消費者在相似的情境下

會對特定品牌持有相同態度的意願」（Reynold and Gutman, 1984）；Oliver 認為具

有品牌忠誠度的消費者，其對於特定品牌的消費行為並不會受到行銷策略以及環

境的影響（Oliver, 1999）。 

因此一般認為品牌忠誠度又可以再細分為「行為忠誠度」與「態度忠誠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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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者。其中「行為忠誠度」意指消費者是否對特定品牌有重複消費購買的行為；

而「態度忠誠度」為消費者對於特定品牌是否喜歡與偏好。不過態度忠誠度與行

為忠誠度兩者之間並不存有必然的關聯，亦即消費者對於特定品牌的忠誠度可能

會有「行為忠誠度」或「態度忠誠度」兩者只有其一或是並存的情況。 

一般當消費者有以下幾種行為時即可判定此消費者是具有忠誠度的（Stum 

and Thiry, 1991）： 

（1） 重複消費（making repeat purchases）； 

（2） 消費跨產品線的產品與不同的服務（purchasing across product and 

service line）； 

（3） 對品牌有更多的包容力（giving referrals）； 

（4） 讓企業對於競爭有更多的適應力以及反應時間（demonstrating an 

immunity to the pull of competition）。 

    傳統上認為忠誠度會具體表現在消費者對品牌的重複購買以及對此重複購

買行為的喜好程度（Jacoby and Chestnut, 1978）。 

    而 Rodney 與 William 兩位學者也證實了顧客忠誠度對於產品售價、銷貨成

長率以及企業的資產報酬率都有正面的影響（Smith and Wright, 2004）。 

    如前所述，品牌忠誠度可以區分為行為忠誠度以及態度忠誠度兩方面，因此

在衡量品牌忠誠度時也可以就「行為忠誠度」與「態度忠誠度」兩者分開來衡量

或者是合併來衡量消費者對於特定品牌的忠誠度。 

    Jacoby 與 Chestnut 指出行為忠誠度的衡量可分為下列幾種（Jacoby and 

Chestnut, 1978）： 

（1） 購買比例衡量法：以消費者購買特定品牌的次數佔購買相同品類產品總次

數的比例來衡量，通常是以 50％來區分忠誠度的高低； 

（2） 購買順序衡量法：以消費者在特定期間內，特定品牌在購買決策出現的順

序來衡量； 

（3） 購買機率衡量法：在假設消費者對於品牌的消費是隨機的情況下，用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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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率理論來衡量消費者的忠誠度。 

    而針對態度忠誠度的衡量有下列幾種衡量方法： 

（1） 品牌偏好一致：Guest 以消費者在一段期間內於特定品牌的偏好度是否具

有一致性作為判斷依據（Guest, 1964）； 

（2） 品牌名稱忠誠：Monroe 與 Guiltinan 認為當消費者在消費時依據品牌名稱

而較不在意其價格即為具有忠誠度的消費者（Monroe and Guiltinan, 

1975）； 

（3） 接受、中立與拒絕區判別法：Jacoby 與 Olson（1970）將消費者對於品牌

的態度分為接受區、中立區以及拒絕區，當接受區與拒絕區的品牌數目差

距越大表示其態度忠誠度越明顯； 

（4） 認知忠誠衡量法：Jarvis 與 Wilcox 由 Jacoby 與 Olson 的判別法演進，發

展出認知忠誠（Cognition Loyalty）分數，並量化為下述公式（Jarvis and 

Wilcox, 1976）： 

    Cognitive Loyalty=（RR/AR）*{1-[BA-（RR+AR）]/BA} 

    其中 RR=拒絕區品牌數， 

        AR=接受區品牌數， 

        BA=消費者認知到的品牌數。 

 

而若綜合行為面與態度面的衡量，對於品牌忠誠度的衡量可以分為下列幾

種： 

（1） 品牌承諾法：Cunningham（1967）以兩階段問答來衡量品牌忠誠度，首

先先問消費者最常購買的品牌為何？接著問當該最常購買品牌缺貨時會

採取什麼行動？有品牌忠誠度的消費者會採取購買原品牌的行動； 

（2） 二元尺度衡量法：Day 認為品牌忠誠度為消費者對於特定品牌屬性的偏好

程度，而忠誠便是當消費者在購買特定品牌時對於改品牌持有正面的態度

（Day,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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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包裝搜尋法：Towle 與 Martin 藉由消費者是否會在包裝上尋找製造廠商的

名字來衡量忠誠度高低（Towle and Martin, 1976）； 

（4） 品牌建立者（Brand Builder）法：Baldinger 與 Rubinson 以消費者對特定

品牌的購買機率 50％與 10％區分為高、中、低三個忠誠度層級，再將態

度忠誠度與行為忠誠度做比較以區分消費者類型；若態度忠誠度高於行為

忠誠度為潛在消費者（prospects）；若行為忠誠度與態度忠誠度相同時為

真正忠誠顧客（real loyalty）；若行為忠誠度高於態度忠誠度則為脆弱的顧

客（vulnerable）。 

（5） Gronholdt、Martensan 與 Kristensen 認為可以用下列四種指標來衡量品牌

忠誠度（Gronholdt, Martensan and Kristensen, 2000）： 

a. 顧客的再購買意願； 

b. 向他人推薦公司品牌的意願； 

c. 價格容忍度； 

d. 交叉購買的意願。 

 

四、品牌忠誠度與顧客權益 

在上一部分對於品牌忠誠度的介紹中可以知道一個具有品牌忠誠度的消費

者會有重複消費、消費跨產品線與不同的服務、對品牌有更多的包容力、讓企業

對於競爭有更多的適應力以及反應時間、給予品牌有較多品牌溢價等行為。 

從 Beram Hansotia 的研究將顧客權益分解為新顧客權益以及既有顧客權益

兩部分，並指出公司可以透過招攬新客戶、增加消費頻率與單次消費金額、留住

既有顧客三種手段來擴大其顧客權益（Hansotia, 2004）；而 Rust、Lemon 與

Zeithaml 三位學者亦指出顧客權益的背後亦由價值權益、品牌權益以及關係權益

三種趨力所推動（Rust, Lemon and Zeithaml, 2001）。 

    在 Beram Hansotia 的研究中發現到品牌忠誠度對於既有顧客權益（Veteran 

customer equity）的提升有所助益，因為一位具有忠誠度的消費者其消費頻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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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單次消費金額都會比較高，而且也比較會願意不斷的重複購買品牌產品；而具

有忠誠度的消費者對於 Rust、Lemon 與 Zeithaml 三位學者所提出的品牌權益以

及關係權益也會有正面的幫助。因此顧客的品牌忠誠度對顧客權益是有其正面幫

助的。 

 

五、品牌忠誠度與品牌社群 

    傳統以來人們認為忠誠度會表現在重複購買及行為上對於特定品牌的喜好

態度（Jacoby and Chestnut, 1978），而行銷人員為了達到忠誠度的目標變往往致

力於改善顧客滿意度（Jones and Sasser, 1995）。 

    但是 Fournier 指出其實忠誠度的建立並不僅由滿意度所推動與構建，而是更

為複雜的過程（Fournier, 1998）。客戶的重複購買或是每一次的使用都會對滿意

度造成新的變數，因為過程中不斷的與產品、行銷人員或其他使用者互動，而對

個人或社會的意義的改變也都影響著滿意度與忠誠度的強度（Fournier, 1998）。

Garbarion 與 Johnson 發現在某些情況下，滿意度未必會影響消費者未來的購買意

願（Garbarion and Johnson, 1999）。而在 1990 年代初期，一份 Forum 公司的報告

就指出有高達約 40％宣稱對其供應商滿意的顧客會更換其供應商（Stum and 

Thiry, 1991）。因此顯示顧客忠誠度的建立並不是僅僅依據公司在提升顧客滿意

度的努力。 

Muniz與O’Guinn發現到透過品牌社群所產生的關係連結對於忠誠度與品牌

權益有所幫助（Muniz and O’Guinn, 2001）。而 McAlexander, Schooten 與 Koenig

觀察到品牌社群將消費者置於複雜的關係網絡中，而品牌社群的關係可以發展強

而有力的人際關係、增強對於產品與品牌的欣賞並對於將消費者組成品牌社群

（brand community）以建立品牌忠誠度（loyalty）有所幫助（McAlexander, Schooten 

and Koenig, 2002）。 

而在 2003 年由 McAlexander、Kim 與 Robert 三位學者針對美國一間賭博遊

戲場的會員研究，發現到在賭博遊戲場中，將消費者分為較多相關消費經驗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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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少消費經驗的消費者兩類，結果發現到對於消費經驗較少的消費者，顧客滿意

度與忠誠度之間的確有明顯作用，但是對於消費經驗較多的消費者而言，對遊戲

場的忠誠度主要來自於在賭場中與熟識的人員的人際互動連結關係，當聯結關係

越強時，忠誠度亦強，但是對於遊戲場的服務滿意度與忠誠度之間卻沒有明顯相

關；因此發現到品牌社群對於忠誠度的建立有一定的正面關係，而品牌社群與忠

誠度的建立除了直接的影響外，也可以透過滿意度的提升而增進品牌忠誠度，但

是滿意度與品牌忠誠度之間並不一定是绝對的正向關係，參圖 2.4-2

（McAlexander, Kim and Robert, 2003）。因此這研究澄清了滿意度的變化並不一

定會影響到忠誠度的變化，而品牌社群的經營、顧客滿意度與顧客忠誠度三者並

非直線的單向關係。 

 

 

 

 

 

滿意度 

品牌社群綜合指數（Brand 

Community Integration，BCI）

忠誠度 

較多消費經驗消費者 

較少消費經驗消費者 

滿意度 

品牌社群綜合指數（Brand 

Community Integration，BCI）

忠誠度 

圖 2.4-2  社群經營、滿意度與忠誠度之關係 

參考資料：McAlexander etl.，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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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假說之發展 

一、品牌社群綜合指數與品牌忠誠度 

McAlexander、Schouten 與 Koenig 在 2002 年的研究即指出，在品牌社群內

的品牌擁有者對特定品牌的關係會受到該品牌擁有者對於產品、品牌公司、品牌

以及其他品牌擁有者的觀感與關係的影響，而在此的品牌擁有者其定義為已經在

使用該品牌產品的消費者或顧客。因此 McAlexander、Schouten 與 Koenig 認為

「品牌社群綜合指數（BCI）」中四大構面可以用來測量品牌社群中品牌擁有者

與特定品牌的關係（McAlexander, Schouten 與 Koenig, 2002）。 

而在 2003 年，McAlexander、Kim 與 Robert 三位學者的研究發現到「品牌

社群綜合指數」對於顧客的品牌忠誠度有正面的效果。 

對於品牌擁有者而言，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特定產品的原因有下列幾點

（Fournier, 1991）： 

1. 產品本身的功能性利益； 

2. 使用該產品所帶來的體驗機會； 

3. 藉由使用產品建立平時人際互動中的個人定位。 

    因此一個消費者與一個產品的關係建立是同時包含了理性與感性的層面，而

非單單注重於產品所能帶給消費者的功能性利益。 

    而 1985 年，學者 Zaichkowsky 認為當消費者對於產品的涉入程度愈高時，

所伴隨而來的忠誠度也會越高，而消費者對於產品的涉入是由於消費者本身的需

求、興趣以及價值，並且能夠從消費產品的行為中求得價值感與關係感受。 

    因此，當擁有者感覺到特定品牌的產品越能夠滿足消費者在功能性利益需求

以及消費者再無形心理層面上的需求時，消費者對於該品牌產品甚至品牌便會有

越正面的反應。 

    而 Belk（1988）與 Wallendorf 與 Arnould（1988）三位學者在不同研究中都

指出，當消費者與產品的互動關係、使用經驗越良好時，消費者便會將此經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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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轉移至品牌身上，因此便會與品牌有更好的「關係」，據此，本研究提出假

說 1： 

    H1：「擁有者－產品關係」對品牌忠誠度有正向相關。 

 

    當民眾對於消費品的要求超出物品維持基本生活水準的要求時，這一部分的

消費即加入了感性的因素，而當這樣的情形漸漸普及時，便形成所謂「符號社會」

的現象，亦即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並不僅僅考慮物品的理性因素，還會進一步考

慮感性的因素。Levy 在 1959 年即認為「消費者在使用產品時並不僅僅考慮到產

品的功能，也會考慮到他們所代表的意義。」 

    法國學者 Jean Baudrillard 認為商品必須具有「物的價值」以及「符號價值」；

所謂「物的價值」即是商品本身所具有的品質、功能及性能等功能性利益；而「符

號價值」乃是由商品的設計、顏色、產品廣告等所形成的的價值，這些形成了商

品在消費者心中的意義，進而成為消費者在感性考量下的選擇對象（星野克美，

1991）。 

    而上述的「符號價值」，已具有我們對於「品牌」的感覺，也說出品牌與消

費者間是具有某種關係的。 

    1992 年，Blackston 將消費者者與品牌之間的關係定義為「品牌對消費者的

意義與消費者對品牌的態度」（Blackston, 1992），而後 Fournier 在 1998 年更進一

步發展出「品牌關係品質」的概念來描繪擁有者與品牌之間的關係，說明品牌提

供了擁有者在心理上與社會上的情感需求、幫助使用者了解自己、讓他人更了解

使用者，並且也可以反應出品牌擁有者與品牌之間的關係密切程度，而個人會透

過對於具有特定形象產品的消費來增加對於自我形象的認知，並且個人會想辦法

加強這個特定形象（Fournier, 1998），因此當品牌能夠滿足消費者心中的特定形

象時，消費者便會在日常生活中盡可能的與品牌產生連結，因而造就消費者對於

特定品牌的使用偏好。 

    另外，Aaker（1996）也指出品牌形象將會影響消費者與品牌關係的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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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消費者便會進一步判斷是否以實際行動擁護品牌，根據上述所說，本研究提出

假說 2： 

    H2：「擁有者－品牌關係」對品牌忠誠度有正向相關。 

 

    對消費者而言，與特定公司若能一直維持良好的互動與交易紀錄，消費者便

會簡化購買決策流程、降低對於該公司的風險認知，並且公司人員藉由長期與消

費者的互動過程也可能提供讓消費者更貼切的服務以增加消費者與該公司互動

時的滿意程度，並進一步促成往後消費者的與公司的後續交易（邱志聖，2001）。 

    Dawar 與 Pillutla（2000）發現到當公司在消費者心中擁有一個相當良好的印

象並讓消費者對該公司擁有良好的期望，則公司發生危機時，無論公司處理危機

事件的妥善與否，則該公司的品牌都不至於受到太大的損害（Dawar and Pillutla, 

2000）。而這樣的情形，其實重要的是公司在危機前與消費者即保持良好的關係。

1999 年，Price 與 Arnould 的研究中即指出「公司若與擁有者建立友誼性的關係

將有助於商業關係的發展」，因此當公司與消費者的關係越良好，消費者就會更

願意以購買產品等實際行動來支持公司（Price and Arnould, 1999），亦即會出現

行動忠誠度。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3： 

    H3：「擁有者－公司關係」對品牌忠誠度有正向相關。 

 

在馬斯洛的需求層級理論及說明人們會希望成為某個團體中的一份子以滿

足每個人的「社會需求」。而擁有者在社會化的過程當中會受到其他消費者的影

響，在同儕團體、家族團體等團體中也都會形成這種人際互動的關係模式（Holt，

1995）。而社群中的人際關係即提供一種管道可以讓社群成員滿足他們的「社會

需求」。 

而擁有者與公司或特定品牌的相關人員形成特定的人際關係後，也會造成消

費者的無形轉換成本提高並且提高繼續和公司品牌之間的關係（邱志聖，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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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在 1996 年提到消費者會因為自己或他人行為的改變而影響彼此之間

的滿足感與以及對於群體的參與程度。而 McAlexander、Kim 與 Robert 三位學者

在 2003 年的研究也發現到，社群成員對於品牌的忠誠度會受到人際關係互動的

影響；此外，Muniz 與 O’Guinn（2001）以及 McAlexander、Schouten 與 Koenig

（2002）透過實際觀察也發現到類似的現象。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說 4： 

    H4：「擁有者－其他擁有者關係」對品牌忠誠度有正向相關。 

 

二、消費者對品牌的理性傾向與品牌社群綜合指數 

在 1994 年，林靈宏等人即依據呂玉華的產品分類概念比較不同類型消費品

的行銷策略異同，結果發現各類型的消費產品廠商在 4P 行銷策略中的定價策

略、通路策略與促銷策略確有不同之處（林靈宏、劉水深、洪順慶，民 83 年）。 

從傳播的角度來看，Stewart（1965）指出行銷傳播可以讓市場交易時買方消

費者共享「產品貢獻」所具有的意義，滿足消費者在產品功能與心理上的需求，

同時也使得公司在滿足消費者理性面與感性面的需求同時邁向其目標，如圖

2.4-1。 

由前文可知「品牌社群」是一個提供品牌社群成員間得以相互溝通的行銷傳

播平台，因此經由品牌社群可以讓成員們更了解品牌產品的理性面價值與感性面

的價值。 

如前所述，「忠誠度」已經是許多企業所企求的市場目標，而品牌社群可以

作為行銷傳播的一個工具，經由品牌社群的經營，得以幫助企業傳達品牌訊息，

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並可能進一步達到企業的目標－建立顧客對公司與品牌的忠

誠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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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林靈宏等人（民 83 年）與呂玉華（民 79 年）的研究都指出，在消

費者的觀點，消費者對於商品的理性或感性程度會有不同的認知；而相對的，對

於理性程度與感性程度不同的產品，廠商所進行的行銷策略組合（4Ps）會有所

不同。 

    品牌社群是近幾年來興起的一項行銷策略組合的選項之一，因此在林靈宏等

人的研究中發現到公司對於理性與感性程度不同的消費品所進行的行銷策略也

會有所不同，那麼當品牌社群作為行銷工具時，對消費者理性與感性程度不同的

產品或品牌類別，便可能會影響廠商使用「品牌社群」以達到廠商市場目標－品

牌忠誠度的效益。 

    在實際搜尋品牌社群的過程當中，本研究鎖定在具有一定感性程度品牌而具

有不同理性程度品牌的品牌社群進行研究。據此，本研究提出假說 5、6、7、8： 

 

H5：品牌理性傾向的提升會干擾「擁有者－產品關係」對品牌忠誠度的正

向效果。 

企業目標 

1. 財務面 

2. 非財務面 

企業現況 

1. 財務面 

2. 非財務面 

消費者目標 

1. 功能面 

2. 心理面 

消費者現況 

1. 功能面 

2. 心理面 

知覺上整體

產品貢獻 

行銷傳播 

圖 2.5-1 行銷傳播在市場上的角色 

資料來源：Stewart，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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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6：品牌理性傾向的提升會干擾「擁有者－品牌關係」對品牌忠誠度的正

向效果。 

    H7：品牌理性傾向的提升會干擾「擁有者－公司關係」對品牌忠誠度的正

向效果。 

    H8：品牌理性傾向的提升會干擾「擁有者－擁有者關係」對品牌忠誠度的

正向效果。 

 

三、品牌類型與社群成員對活動的期待 

星野克美（1988）將商品的價值分為兩類： 

1. 物的價值：由商品的功能、品質、性能等因素所形成的價值； 

2. 符號價值：由商品的設計、顏色、品牌、廣告、企業形象等因素所形成的價

值，進一步成為消費者對商品的印象與意義而成為消費者在感性選擇的標

的。 

而如前文所述，忠誠度方案（loyalty program）又可以分為兩類（Rosenbaum, 

Ostrom and Kuntze, 2005）： 

（1） 「人際相關的忠誠度方案（communal loyalty program）」，這些活動由品牌

公司所贊助，其目的在於藉由讓參與的成員感受到「社群歸屬感（sense of 

community）」將大眾對組織的支持再轉移至消費者身上，而 McMillian 與

Chavis（1986）定義所謂的「社群歸屬感（sense of community）」包含歸

屬感（belonging）、彼此在乎關心的人際關係、以及一種相信會聚首的共

享承諾； 

（2） 「實質利益相關的忠誠度方案」，這些活動由品牌公司所贊助，其目的在

於藉由提供會員像是折扣、紅利等實質利益（financial benefits）將大眾對

組織的支持再轉移至消費者身上。 

 

    而林靈宏等人（民 82 年、民 83 年）與呂玉華（民 79 年）的研究都指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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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理性程度與感性程度不同的產品，廠商所進行的行銷策略組合會有所不同。這

也表示了消費者在面對理性與感性程度不同的商品時，所關注的訊息來源與屬性

會有所不同。 

    當我們今天在面對衣服、配件等感性程度很高的商品時，我們在產品相關資

訊的獲取上就會比較著重於感性層面的資訊，如衣服搭配起來好不好看、怎麼搭

配衣服、配件設計風格、品牌所帶來的情感性聯想等等；而當我們在面對如家庭

用液晶電視、音響等理性程度較高的商品時，我們就會比較著重於電視解析度、

顏色飽滿度、尺寸大小、音響的音質細膩程度、聲道多寡、操作介面等理性資訊。 

    因此，當品牌或品牌社群希望透過不同的活動來傳遞訊息時，若消費者比較

注重理性資訊，則對於品牌社群透過實質利益相關（Non-communal）活動所想

要傳遞出來能帶給消費者實質利益的資訊，社群成員就可能會比較願意參與，反

之，當消費者對待品牌的態度越感性，那麼便比較有可能參與人際相關的

（communal）社群活動。 

    據此，本研究提出假說 9 與假說 10： 

 

H9：品牌理性傾向越高則對於社群中實質利益相關活動的參與會愈高。 

H10：品牌理性傾向越低則對於社群中人際相關活動的參與會愈高。 

 

Parasuraman、Berry 與 Zeithaml（1985）三位學者認為消費者對服務的認知

品質是由消費者對該服務的期望與實際接收到服務的認知之間的差距所產生

的。消費者對於服務的期望主要是受到個人需要、過去的經驗與接收到的資訊影

響，而對於實際接收到的服務的認知則會受到服務本身的設計、傳送的流程等因

素影響。因此在 1985 年 Parasurman、Berry 與 Zeithaml 即指出期望服務與認知服

務的五種落差（gaps）會影響消費者對於服務品牌的認知品質。而消費者對於服

務的認知品質也就會進一步影響到消費者對於提供該服務的組織間的關係。 

    若將家族成員在加入並參與家族的過程視為一種接受既有家族平台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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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過程，那麼家族成員對於家族的觀感、在家族中能否滿足個人需求等便會

影響到一個網路使用者與該家族的關係品質。而社群成員實際接收到的社群活動

品質與原先的期待的「差距」有可能是正的，也有可能是負的，若實際接受到的

活動品質超越或符合原先的預期，那麼消費者就會對服務與社群活動產生正的差

距，反之則為負的落差。 

    據此，本研究提出假說 11： 

 

H11：消費者對社群活動的實際認知與期望的差距會與「品牌社群綜合指數」

的表現呈正向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