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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 

第二章中已探討了奢侈與奢侈品牌的相關研究，並且對品牌奢侈的衡量有了

初步瞭解。因此，依據文獻回顧的結果發展出研究架構，以精品產業作為研究主

題進行品牌奢侈量表的實證研究。本章將說明研究架構中構念與構面的操作性定

義，並針對研究目的提出研究假說，以著手進行問卷設計及抽樣設計。最後，擬

定可行的統計方法來分析問卷資料，以驗證所提出的研究假說。 

3.1 研究架構 
根據 Vigneron and Johnson(2004)所提出，品牌奢侈以知覺炫耀性、知覺獨特

性、知覺品質、知覺享樂價值與知覺延伸自我五個構面衡量。本研究根據上述文

獻建構研究架構，驗證品牌奢侈量表在台灣地區之適用性。接著，利用奢侈量表

建構「品牌奢侈指標(Brand Luxury Index)」，探討品牌奢侈與購買之關係。最後，

以量表的五個構面評估精品產業中的品牌，作為品牌行銷決策之依據。 

研究架構如圖 3.1-1 所示。架構中，品牌奢侈由五個構面所構成，分別為知

覺炫耀性、知覺獨特性、知覺品質、知覺享樂價值與知覺延伸自我等，五個構面

共包括 20 個變數。 

知覺炫耀性以炫耀、菁英、昂貴及富裕等四個變數衡量之。知覺獨特性以排

他、珍貴、稀有及獨特等四個變數衡量之。知覺品質以手工、奢侈、品質、精緻

及優良等五個變數衡量之。知覺享樂價值以精美、魅力、驚嘆等三個變數衡量之。

知覺延伸自我以領導、權力、犒賞、成功等四個變數衡量之。在研究架構及衡量

構面與變數確立後，接著進行研究構念以及各構面之操作定義。 

3.2 操作性定義 
本節之目的在於說明 3.1 節研究架構中構念與五個構面的操作性定義。研究

的構念為品牌奢侈，五個構面分別為知覺炫耀性、知覺獨特性、知覺品質、知覺

享樂價值與知覺延伸自我。構念與各構面之操作性定義分述如下。 

(1)  
品牌奢侈是指品牌的奢侈程度。奢侈指的是高價、顯眼、美感與創意等特性

之綜合。奢侈的衡量根據 Vigneron and Johnson(2004)所定義，程度為由低奢

侈至高奢侈的連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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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研究架構 

(2)  
知覺炫耀性構面是指「品牌被視為地位、名望與財富的彰顯」。品牌奢侈之

知覺炫耀性構面以炫耀、菁英、昂貴及富裕等四個變數衡量。炫耀衡量品牌

的顯眼性，菁英衡量品牌所象徵的身份地位；昂貴衡量品牌絕對價格反映的

地位與財富，富裕則是衡量品牌表現持有者財富之程度。 

(3)  
知覺獨特性構面是指「品牌被視為是稀少且獨特的」。品牌奢侈之知覺獨特

性構面以排他、珍貴、稀有及獨特等四個變數衡量。排他衡量品牌擁有者的

稀少性，珍貴衡量品牌因稀少而反映出的價值；稀有衡量品牌之產品與通路

的稀少數量，獨特則是衡量品牌的獨特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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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知覺品質構面是指「品牌被視為擁有較優良的品質與耐久性」。品牌奢侈之

知覺品質以手工、奢侈、品質、精緻及優良等五個變數衡量。手工衡量品牌

的手工打造技術，奢侈衡量品牌價位所隱含的品質；品質衡量品牌的實質產

品品質，精緻是衡量產品精巧工藝，優良則是衡量品牌較其他品牌的優異程

度。 

(5)  
知覺享樂價值構面是指「品牌被視為能帶給消費者感官享受與情感體驗」。

品牌奢侈之知覺享樂價值以精美、魅力及驚嘆等三個變數衡量。精美是衡量

品牌的美感與品味，魅力是衡量品牌的吸引力，驚嘆則是衡量消費者體驗品

牌產生之情感反應。 

(6)  
知覺延伸自我構面是指「品牌被視為擁有者能力與成就的象徵」。品牌奢侈

之知覺延伸自我構面以領導、權力、犒賞及成功等四個變數衡量。領導衡量

品牌表現擁有者領導力的程度，權力衡量品牌表現擁有者權力大小；犒賞衡

量品牌是否被拿來作為成就的獎賞，成功則是衡量品牌表現擁有者成就的程

度。 

操作性定義將研究架構中構念與五個構面明確地定義，並說明各構面的衡量

變數。在研究架構及衡量構面與變數確立後，接著即可依據研究架構中構面與變

數之間的關係，進行研究假說之開列。 

3.3 研究假說 
由 3.1 節研究架構可知，品牌奢侈由知覺炫耀性等五個構面共 20 個變數衡

量。換句話說，品牌奢侈正面影響五個奢侈構面，五個構面則正面影響 20 個衡

量變數。接下來即依據研究架構中構面與變數之間的關係，開列所欲驗證的研究

假說。 

開列的研究假說中，H1 至 H6 是檢驗品牌奢侈、五個奢侈構面及 20 個奢侈

變數之間的關係，如圖 3.3-1 所示。其中，H1 是檢驗品牌奢侈是否正面影響知覺

炫耀性等五個構面，H2 至 H6 則是檢驗各構面是否正面影響所對應的變數。至於

H7 則是檢驗有購買經驗與無購買經驗之消費者對品牌奢侈認知差異之顯著性。 

根據 Vigneron and Johnson(2004)所提出之，品牌奢侈包含五個構面，分別為

知覺炫耀性、知覺獨特性、知覺品質、知覺享樂價值與知覺延伸自我。因此品牌

奢侈正面影響五個構面，假說內容開列如下。 



 

  

   

 

40 

 

圖 3.3-1 研究假說 
 

H1：「品牌奢侈」正面影響「知覺炫耀性」、「知覺獨特性」、「知覺品質」、「知

覺享樂價值」與「知覺延伸自我」。 

H1a：「品牌奢侈」正面影響「知覺炫耀性」。 

H1b：「品牌奢侈」正面影響「知覺獨特性」。 

H1c：「品牌奢侈」正面影響「知覺品質」。 

H1d：「品牌奢侈」正面影響「知覺享樂價值」。 

H1e：「品牌奢侈」正面影響「知覺延伸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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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gneron and Johnson(2004)認為知覺炫耀性包含炫耀、菁英、昂貴及富裕等

四個衡量變數。經驗證性因素分析實證，衡量知覺炫耀性的四個變數中以富裕之

因素負荷最大，在此不開列此變數之假說。因此，根據知覺炫耀性與其他三個變

數之關係開列假說，假說內容開列如下。 

H2：「知覺炫耀性」正面影響「炫耀」、「精英」、與「昂貴」。 

H2a：「知覺炫耀性」正面影響「炫耀」。 

H2b：「知覺炫耀性」正面影響「菁英」。 

H2c：「知覺炫耀性」正面影響「昂貴」。 
  

Vigneron and Johnson(2004)指出，知覺獨特性包含排他、珍貴、稀有及獨特

等四個變數。經驗證性因素分析實證，衡量知覺獨特性的四個變數中以珍貴之因

素負荷最大，在此不開列此變數之假說。因此，根據知覺炫耀性與其他三個變數

之關係開列假說，假說內容開列如下。 

H3：「知覺獨特性」正面影響「排他」、「稀有」與「獨特」。 

H3a：「知覺獨特性」正面影響「排他」。 

H3b：「知覺獨特性」正面影響「稀有」。 

H3c：「知覺獨特性」正面影響「獨特」。 

Vigneron and Johnson(2004)又指出，知覺品質包含手工、奢侈、品質、精緻

及優良等五個變數。經驗證性因素分析實證，衡量知覺品質的五個變數中以品質

之因素負荷最大，在此不開列此變數之假說。因此，根據知覺品質與其他四個變

數之關係開列假說，假說內容開列如下。 

H4：「知覺品質」正面影響「手工」、「奢侈」、「精緻」與「優良」。 

H4a：「知覺品質」正面影響「手工」。 

H4b：「知覺品質」正面影響「奢侈」。 

H4c：「知覺品質」正面影響「精緻」。 

H4d：「知覺品質」正面影響「優良」。 

知覺享樂價值構面方面，Vigneron and Johnson(2004)提出以精美、魅力以及

驚嘆等三個變數衡量。經驗證性因素分析實證，衡量知覺享樂價值的三個變數中

以魅力之因素負荷最大，在此不開列此變數之假說。因此，根據知覺享樂價值與

其他兩個變數之關係開列假說，假說內容開列如下。 

H5：「知覺享樂價值」正面影響「精美」與「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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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a：「知覺享樂價值」正面影響「精美」。 

H5b：「知覺享樂價值」正面影響「驚嘆」。 

Vigneron and Johnson(2004)指出，知覺延伸自我包含領導、權力、犒賞、成

功等四個變數。經驗證性因素分析實證，衡量知覺延伸自我的四個變數中以權力

之因素負荷最大，在此不開列此變數之假說。因此，根據知覺延伸自我與其他三

個變數之關係開列假說，假說內容開列如下。 

H6：「知覺延伸自我」正面影響「領導」、「犒賞」與「成功」。 

H6a：「知覺延伸自我」正面影響「領導」。 

H6b：「知覺延伸自我」正面影響「犒賞」。 

H6c：「知覺延伸自我」正面影響「成功」。 

以上開列之研究假說是驗證品牌奢侈、五個奢侈構面及 20 個奢侈變數之間

的關係。除了檢驗上述變數關係以驗證奢侈量表，研究另外開列假說，驗證消費

者品牌奢侈認知與購買之關係。 

Dubois and Paternault (1995)等文獻指出，品牌奢侈會帶給消費者購買的慾

望，此一慾望在消費者購買奢侈產品後會降低，即消費者購買後對產品或品牌的

奢侈程度評價較購買前低。因此，在有購買經驗之消費者的認知中，品牌奢侈程

度較低。 

Phau and Prendergast(2000)則指出，在亞洲社會裡，愈普遍的品牌反而是消

費者所追求的。在香港與新加坡等亞洲地區，即使奢侈品牌之購買程度已經很

高，只要品牌擁有很高的知曉度，消費者仍極想擁有該品牌之產品，品牌奢侈不

因購買而改變。Phau and Prendergast(2000)進一步提出，亞洲消費者受儒家思想

的影響、權力距離接受程度較高、且重視集體主義，購買奢侈產品或品牌時會選

擇符合或提升身分地位的產品。因此，亞洲消費者對品牌的奢侈認知在購買後不

會改變。有購買經驗與無購買經驗之亞洲消費者所認知的品牌奢侈程度無顯著差

異性。 

上 述 之 文 獻 論 點 乃 根 據 香 港 與 新 加 坡 消 費 者 之 研 究 歸 納 而 得 。 根 據

Hofstede(1980)所指出，台灣、香港與新加坡在權力距離與集體主義等構面之程

度均相近，且台灣與其他東南亞國家同樣為深受儒家思想影響之地區。因此，台

灣地區消費者應與其他亞洲地區消費者有相似的品牌奢侈認知，有品牌購買經驗

與無購買經驗之消費者對品牌奢侈的評價無顯著差異性，假說內容開列如下。 

H7：消費者之購買經驗對品牌奢侈認知無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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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根據研究架構與分析所需開列了研究假說。開列研究假說後，接下來即

可著手問卷設計、抽樣設計、以及資料蒐集設計，並選用適當的統計方法驗證上

述假說。 

3.4 問卷設計 
設計良好的問卷可確保資料之可用性及客觀性，問卷設計應包括完整的設計

過程及周延的問卷內容。以下便針對問卷設計過程與問卷內容此兩部分，逐一進

行說明。 

3.4.1 設計過程 

研究問卷的設計過程，係依據前面章節之內容來設計。設計過程包括選擇初

步題項、確認題項翻譯、修正問卷內容及預試等。問卷設計之步驟分述如下。 

(1)  

問卷初步提項是根據奢侈品牌消費行為以及與奢侈消費者定義之相關文

獻。奢侈品牌消費行為之文獻包括消費者對品牌奢侈之認知、態度等相關文獻，

以作為衡量品牌奢侈題項之依據。奢侈消費者定義之研究則作為研究中不同購買

經驗消費者之判別依據。 

蒐集相關文獻後，選擇適當文獻之問卷作為研究問卷題項之基礎。研究問卷

採用 Vigneron and Johnson(2004)所提出之品牌奢侈量表，以量表中 20 個題項作

為衡量品牌奢侈之初步問卷。奢侈消費者定義之初步題項，則根據 Peng(2004)
所建議之產品項目、金額以及購買頻率。 

(2)  

確認翻譯題項之目的在於確保品牌奢侈量表翻譯成中文後，能代表原英文量

表題項，避免英文形容詞題項於翻譯上與文化用字上的偏誤。研究問卷之品牌奢

侈量表在經過初步的翻譯後，由三位翻譯研究所之碩士班學生所組成之翻譯專家

小組進行翻譯鑑定。 

文獻原英文題項中，每題兩極語意差異題項包含兩個相同意義、不同程度之

形容詞。翻譯鑑定之標準包括中文題項之語意代表性，以及每題之兩極中文形容

詞是否能充分表現程度差異。中文題項之語意代表性確認中文題項是否能充分代

表原英文題項，由於英文中每題之兩形容詞意思非常接近，在此不以平行翻譯方

式進行。 

每題中兩極中文形容詞之程度差異，則在不改變題意之前提下適當加入「極

為」、「稍有」等副詞修飾，以確保兩端形容詞有顯著之程度差異。經由翻譯專家

小組確認並適當地修正中文題項，研究之初步中文問卷題項得以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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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初步中文問卷題項由九位專家組成之專家小組進行內容修正，確認題項能否

有效衡量研究構念並適用於台灣地區消費者。專家小組由三位精品業品牌管理人

士及六位商學院品牌相關研究生組成，修正內容包括奢侈消費者定義及品牌奢侈

量表兩部份。 

奢侈消費者定義的部份根據台灣市場情況，由專家建議增加或刪除奢侈產品

項目，並適當修改各產品之限制金額。品牌奢侈量表的部份，則依題項衡量奢侈

及五個構面之適用性，以及量表語意用於衡量台灣消費者認知之合適性與予刪除

或修改。經專家小組修正，奢侈消費者定義之題項包含九個選項，量表則維持原

20 題。 

(4)  

問卷經翻譯及專家小組確定後，最後進行問卷預試以確保受訪者能完全理解

問卷內容並順利填答。預試以網路郵件方式將問卷發送給 30 位商學院學生填

答，每位受訪者於填答完畢後與研究者進行內容討論與溝通，表達問卷內容難以

理解或難以填答之處。經由預試，問卷內容經修飾並得以確定，奢侈產品消費題

項與品牌奢侈量表題項無任何增減，維持原 20 題。 

3.4.2 問卷內容 

問卷內容用於驗證奢侈量表於台灣地區之適用性、衡量台灣消費者對品牌奢

侈之認知、瞭解奢侈購買對品牌奢侈認知的差異、以及探討各精品品牌的評價。

問卷可分為四個部份，包括奢侈產品購買、重要性評估、品牌奢侈認知與購買、

以及基本資料等。 

表 3.4-1 奢侈品消費者定義 
 

 

價值超過的 8,500 元的珠寶或首飾。 
價值超過的 8,000 元的皮夾。 
價值超過的 15,000 元的手提包。 
價值超過的 50,000 元的手錶。 
價值超過的 5,000 元的服飾。 
價值超過的 8,000 元的鞋子。 
價值超過的 1,000 元的洋酒。 
價值超過的 6,000 元的筆或打火機。 
銀器或古董。 
未曾購買以上任何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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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問卷第一部分是調查受訪者是否為奢侈品之消費者，作為奢侈消費者之判別

依據，問題內容選項如表 3.4-1 所示。受訪者針對第一部分問題中 9 個選項，

逐一勾選 6 個月內曾購買之產品，可重複選擇。沒有購買過任何產品者，則

選擇未曾購買之選項。 

(2)  
問卷第二部分是衡量受訪者對於五個品牌奢侈構面所賦予之重要性權重。受

訪者將五個構面依重要性高低加以排序。問項之選項內容為各構面定義，明

確表達構面之意義。此一衡量重要性的方式，是運用「順序尺度」的概念，

由消費者評估五個構面的相對重要性並加以排序，再經由「倒序正規化」的

方式求得其重要性，計算方式在之後會有詳細說明。 

表 3.4-2 品牌奢侈認知衡量 
 

  

能引起注意的(Noticeable) 非常顯眼的(Conspicuous) 
一般大眾的(Popular) 社會精英的(Elitist) 
負擔得起的(Affordable) 極端昂貴的(Extremely Expensive) 

 

給經濟能力不錯者的(For Well-Off) 給富裕人士的(For Wealthy) 
少部分人所擁有的(Fairly Exclusive) 極少數人所獨有的(Very Exclusive) 
有價值的(Valuable) 非常珍貴的(Precious) 
數量不多的(Uncommon) 極為稀有的(Rare) 

 

有特色的(Unusual) 獨一無二的(Unique) 
機械製造的(Manufactured) 手工打造的(Crafted) 
高價位的(Upmarket) 奢侈價位的(Luxurious) 
品質不錯的(Good Quality) 最高品質的(Best Quality) 
簡約樸實的(Original) 精緻細膩的(Sophisticated) 

 

較不錯的(Better) 較優良的(Superior) 
稍有品味的(Tasteful) 極有美感的(Exquisite) 
有點吸引力的(Attractive) 很有魅力的(Glamorous)  
令人有印象的(Memorable) 令人驚嘆的(Stunning) 
小有影響力的(Influential) 有領導力的(Leading) 
稍有權力的(Fairly Powerful) 極有權力的(Very Powerful) 
稍有取悅性的(Pleasing) 極具犒賞性的(Rewarding) 

 

小有成就的(Well Regarded) 極為成功的(Success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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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問卷第三部分分為品牌奢侈與品牌購買。品牌奢侈衡量受訪者對研究品牌奢

侈程度的認知，問題如表 3.4-2 所示。題目共包含 20 題七點制兩極語意差意

題項，每題分別由一對概念相同、程度不同之形容詞所構成。在此運用七點

制之兩極語意差意量表是希望能遵循原奢侈量表，以細微地衡量認知上之差

異。除了上述題項，另外以一題效標題項評估品牌整體奢侈程度，作為效標

關聯效度之衡量指標。至於品牌購買，則以一題調查受訪者是否曾經購買問

卷中之受測品牌。 

(4)  
問卷最後一部分為個人基本資料。基本資料的填答採暱名方式，用以描述受

訪者輪廓，包括受訪者之性別、年齡、每月所得以及居住區域等部份。蒐集

人文變數之目的在於瞭解樣本結構，並透過交叉分析瞭解不同類型消費者特

性。 

簡言之，問卷設計的內容主要在說明問卷設計過程及問卷內容，問卷內容主

要依據研究架構與假說而設計，以蒐集適當之資料供後續研究分析使用。在問卷

設計完成之後，接下來即可進入抽樣設計的步驟。 

3.5 抽樣設計 
經由良好的抽樣設計，可提高分析的可靠性及代表性，提升研究品質。抽樣

設計的內容包括四個部分，分別為母體界定、樣本大小、抽樣方法以及資料蒐集

等，逐一說明如下。 

3.5.1 母體界定 

研究母體界定為「曾經聽過研究中品牌的消費者」。根據 Kapferer(1997)所提

出，奢侈品牌必須要被所有的消費者所渴望，卻只能被少數人所購買。換句話說，

欲瞭解消費者對品牌奢侈之評價，對象應針對任何聽過品牌並產生認知之消費

者，而非侷限於有購買能力或品牌購買經驗者。因此，研究母體不僅是有奢侈產

品或品牌購買經驗之消費者，更包括曾經聽過品牌而無購買經驗者。 

研究採用的品牌方面，由於現今精品業品牌的數目眾多，基於研究限制無法

全部納入研究範圍內。因此，將研究範圍縮小至少數較為一般消費者所熟悉的品

牌，利用網路郵件方式進行預試，由 30 位商學院學生從 40 個國際知名精品品牌

選出所有曾聽過的品牌。最後，再經由統計選出五個知曉度最高者作為研究品

牌，包括 CHANEL、Christian Dior、GUCCI、LOUIS VUITTON、以及 PRADA
等五個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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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樣本大小 

Boomsma(1982)主張，若樣本大小少於 100 個時，將會對研究不利，為了降

低研究結果發生錯誤的機率，樣本大小最好大於或等於 200 個。Comrey(1973)建
議樣本數在 100 以下不宜進行因素分析，一般進行因素分析的樣本數宜大於

300。Blodgett et al.(1993)和 Mueller(1996)均認為，每個估計參數至少需要五個以

上的樣本資料進行估計。 

另外，Hu, Bentler, and Kano(1992)主張，為了使結構方程模式分析能夠在常

態化假設成立的條件下進行，維持一定規模的樣本大小是必要的；一般而言，最

大概似法的參數估計，樣本大小需達到 500 人，常態假設的共變結構分析才能夠

維繫。 

以上是各文獻中對於研究所需樣本大小的看法。一般而言，在管理科學的研

究領域中，樣本大小的正常範圍為 400 ± 200 個。綜上所述，研究中選定之樣本

大小為 500 個。在決定好研究所需之樣本大小後，即可進行抽樣方法之設定。 

3.5.3 抽樣方法 

母體是由聽過五個研究品牌的消費者所組成，較為適當的抽樣結構應包括各

性別、年齡層、及居住地區之消費者。因此抽樣方法採用配額抽樣，根據內政部

統計之台灣地區人口結構，依性別、年齡與居住地區之人數比例將 500 個樣本進

行配額，使抽樣結構能符合母體結構。 

抽樣之配額人數根據 2005 年內政部統計處之台灣地區人口統計，各配額人

數如表 3.5-1 所示。抽樣設計確保樣本在性別、年齡與居住地區等人文變數上能

符合母體結構，至於每位受測者是否聽過研究品牌，則利用資料蒐集設計加以控

制。 

3.5.4 資料蒐集設計 

常見的初級資料蒐集方式包括郵寄問卷、人員訪問、現場抽樣、電話訪問、

觀察法及實驗法等六種。研究採取人員訪問方式進行，由 37 位人員將紙本問卷

發放給受訪者填答。由於研究中母體界定為「曾經聽過 CHANEL、Christian Dior、
GUCCI、LOUIS VUITTON 及 PRADA 等五個品牌其中之一的消費者」，發放人員

於發放問卷前先篩選受訪者，確認是否聽過問卷中之品牌，以確保樣本代表母體

特性。 

資料蒐集時間自 2006 年 6 月 2 日至 7 月 8 日為止，依配額數發出 500 份問

卷，總計回收 471 份問卷。扣除填答不完整、重複填答以及填答選項相同的 58
份無效問卷後，一共得到 413 份有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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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 居住地區與年齡層配額人數 
 

  24  25-34  35-44  45   
 17 18 18 17 70 

 
 16 19 20 19 74 
 9 9 10 8 36 

 
 8 9 9 8 34 
 7 7 7 6 27 

 
 7 8 8 7 30 
 9 9 9 8 35 

 
 8 8 8 7 31 
 7 9 8 7 31 

 
 7 8 8 8 31 
 10 10 10 10 40 

 
 9 10 10 9 38 
 2 3 3 3 11 

 
 3 3 3 3 12 

 119 130 131 120 500 
 

簡言之，嚴謹的抽樣設計可避免抽樣過程的疏失及錯誤，抽取出足以代表母

體特性的樣本。由母體界定、樣本數、抽樣方法與資料蒐集方式選定適當的抽樣

設計後，接下來即可說明所使用的資料分析方法，為實證分析作準備。 

3.6 統計模式 
實證資料的分析方法，除了基本的敘述統計與卡方分析之外，還包括高階驗

證性因素分析(HCFA, Higher-order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信度分析、效

度分析、單因數變異數分析(1-Way ANOVA, 1-Way Analysis of Variance)以及多元

尺度分析(MDS,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Analysis)。敘述性統計分析是將樣本資

料依人文變數進行解讀，卡方分析則是將樣本人文變數與奢侈購買進行交叉分

析，找出奢侈品消費者與各奢侈品牌消費者之特性。其餘統計分析方法的使用順

序與內容分述如下。 

3.6.1 統計方法使用順序 

研究中所採用的統計方法順序，如圖 3.6-1 所示。其中，方框代表研究之標

的或是結果，圓框則代表分析時所使用的統計方法。各統計方法使用步驟說明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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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1 統計方法使用順序 
 

(1)  
以驗證性因素分析、信度分析以及效度分析探討奢侈量表之適用性，驗證觀

念性架構中構念、構面與變數之關係。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用以驗證理論架

構與實際資料之相容性，包括模式配適度檢定、參數檢定以及模式修訂。信

度分析以 Cronbach＇s α信度測量量表之一致性。效度分析除了由驗證性因

素分析驗證量表之建構效度，再以內容效度與效標關聯效度檢驗量表之有效

程度。 

(2)  
將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中的二階潛伏變數，即品牌奢侈總指標分數，運用於

單因數變異數分析進行品牌奢侈與購買的分析，檢定不同購買行為之消費者

對品牌奢侈認知是否具有顯著差異。 

(3)  
將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中的一階潛伏變數，即構面之因素分數，運用至多元

尺度分析中，進行知覺定位分析。其最終目的為運用奢侈程度及重要性為兩

軸，繪製策略矩陣，找出各品牌的改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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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驗證性因素分析 

驗證性因素分析為結構方程模式(SEM,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ing)的簡化

模式，其省略了潛伏因素之間的結構方程式關係。驗證性因素分析實為變數縮減

的一種方法，其與探索性因素分析不同之處在於變數縮減架構的先行設定。若欲

探討的變數已有清楚的變數縮減架構，實不宜使用探索性因素分析，因為其萃取

過程會以資料為導向而非以架構為導向。萃取出的結果通常都會背離理論的架

構，故本研究試圖以驗證性因素分析取代之。 

驗證性因素分析是利用模式量測顯現變數與潛伏變數的關係。本研究在此採

用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同時驗證五個構面與變數之、以及構念與五個構面之間

的關係。構念即為品牌奢侈指標，每個構面與構面中的變數已於 3.1 節中探討，

以下即以圖 3.6-2 說明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使用的架構。 
 

 

圖 3.6-2 驗證性因素分析萃取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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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信度分析 

信度是指測量的可靠程度，即量表個別題項的可信度。信度並非是全有或全

無的概念，而是高低的概念，信度的高低反映了測量工具的一致性或穩定性（周

文賢，2002）。穩定性指的是量表多次施測於同一樣本均能得到類似的分數；一

致性則是指量表中題項之間的同質性（DeVellis，1991）。 

信度的檢驗方法包括再測信度、折半信度以及 Cronbach＇s α信度等。研究

採用 Cronbach＇s α衡量品牌奢侈量表中題項之內部一致性，分別針對量表每一

構面之題項，以及構念中所有題項進行信度檢驗。 

3.6.4 效度分析 

量表之效度是指量表的有效程度，即能夠真正測得變數性質之程度。效度高

低之判斷比較主觀，係以邏輯基礎之存在與否為依據。效度是由量表建構時的方

法、量表預測特殊事件的能力，或是量表與其他理論構念測量的關係推論而來的

（DeVellis，1991）。符合這些操作的效度包括內容效度、建構效度、以及效標關

聯效度等三種。 

(1)  

內容效度指量表的內容適切性，即涵蓋研究主題的程度，涵蓋程度愈高則愈

滿足內容效度之要求。問卷內容來自於理論基礎、實證經驗、邏輯推理、專家共

識等，經過事前預試就具有合理的內容效度。 

Lawshe(1975)提出內容效度比率(Content Validity Ratio, CVR)作為內容效度

之評估標準，計算公式如下所示。 

CVR=
)2/(

)]2/([
N

NNe −  

其中 

Ne=判定需要該題項的專家人數； 

N=參與題項判定的總專家人數。 

研究之量表以各題之 CVR 值驗證量表之內容效度。CVR 值愈高表示該題項

的代表性愈高，即愈滿足內容效度之要求。 

(2)  

效標關聯效度又稱實證效度或統計效度，指衡量結果與所欲衡量之特質間的

相關程度，係以外在效標與量表之間的關聯程度作為效度評量的依據。效標為足

以代表衡量特質之變數。效標與量表的相關程度愈高，代表量表對構念衡量的準

確性愈高。效標關聯效度可分為預測效度與同時效度兩種，預測效度是根據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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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擁有的特質預測其在未來呈現另一種特質的準確程度，同時效度則是根據

樣本目前所擁有的特質估計其同時擁有另一種特質的準確度（Ghiselli et. al，
1981）。 

研究中以同時效度驗證品牌奢侈量表之效標關聯效度。根據 Vigneron and 
Johnson(2004)之研究，量表以「奢侈」作為研究之效標，根據量表所建構之奢侈

指標與效標間之相關係數，檢驗量表之效標關聯效度。 

(3)  

建構效度係指能有效衡量構念的程度。構念為具體的特質或抽象的概念，無

法直接觀察，必須間接藉由若干變數衡量之（周文賢，2002）。建構效度主要是

用來檢測量表是否能衡量理論的概念與特質，即能評斷與奢侈有關的特質或因

素。常用的建構效度分析方法包括因素分析法與多重特質多重方法等。 

因素分析檢驗題項與抽象構面及構念間的關係，探討潛伏變數的因素結構與

存在形式，所驗證之潛伏變數建構效度又稱為因素效度（邱皓政，2003）。研究

以驗證性因素分析驗證理論架構與實際資料之相容性，同時亦作為量表建構效度

之證明。 

3.6.5 單因數變異數分析 

單因數變異數分析係指探討單一分析性反應變量(Y)對單一分類性解釋變數

(A)的函數關係之統計分析模式，目的在探討單因數(A)之 I 組間之均值變異，及

探討各組均值是否具有顯著差異。單因數變異數分析應用在本研究所得到的函數

關係如下： 
Y= f(A) 

其中 

Y=分析性反應變量，即品牌奢侈總指標分數； 

A=分類性解釋變數，共分為兩組，即奢侈品牌消費與無奢侈品牌消費。 

單因數變異數分析用於進行消費者品牌購買與品牌奢侈認知分析。針對每個

品牌，探討消費者有無購買對品牌奢侈之認知是否具顯著差異，可確認購買是否

對奢侈認知產生影響。 

3.6.6 多元尺度分析 

多元尺度分析係指 N 個主體根據 P 個準則評估 M 個客體之統計方法，目的

在於運用知覺定位圖進行知覺定位分析，分析要點一共包括八項。其中，標竿分

析、理想點分析以及競爭態勢評估等三者以客體為主，探討客體之特質、績效、

競爭者等內容；關鍵因素評估、準則相關分析以及策略分析等三者以準則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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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準則之重要性、相關性、策略方向；誤差分析與變異分析等二者以主體為主，

探討主體之預測能力及離位點（周文賢，2002）。 

多元尺度分析投入資料包括客體、主體、準則、準則權重、主體權重等五大

要素，如表 3.6-1 所示。客體即為 CHANEL 等五個奢侈品牌；主體是指受訪的

413 位消費者；準則是指五個品牌奢侈構面，即研究之潛伏變數；準則權重是潛

伏變數的重要性權重，詳細內容之後會提及，在此不多做說明；主體權重是指賦

予個別品牌重要性之權重，為等權。在後續第四章實証分析的知覺定位分析中，

會進行包括理想點分析、標竿分析、競爭態勢分析、關鍵因素評估以及策略分析

等五項分析。 

表 3.6-1 多元尺度分析要素 
 

  
 被評估的對象，即為 CHANEL 等五個奢侈品牌。 
 評估客體之單位，指受訪的 413 位消費者 
 評估客體優劣之標準，包括知覺炫耀性等五個潛伏變數。 

 主體對於各準則所賦予的權重，指潛伏變數的重要性權重。 
 研究者對 N 個主體所賦予之權重，即個別消費者重要性權重，為等權。 

 

簡言之，本節統計模式主要在介紹統計方法的使用順序，以及信度分析、效

度分析、驗證性因素分析、單因數變異數分析和多元尺度分析等統計方法。第三

章主要建立一套完整的理論模式，作為研究的核心，並為第四章實證分析奠定良

好的基礎。接下來，即可正式展開第四章實證分析的部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