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之一，為嘗試瞭解挪威消費者，在受個人主義文化的影響

(Hofstede, 1980) 之下，其將傾向採取什麼樣的思考模式來處理產品相關資訊，

並進一步探討挪威消費者是否會因為所使用的思考模式的不同，而對其購後失調

產生不同的影響。因此，本章將分別探討思考模式，個人與集體文化以及購後行

為在學術上的相關研究，並提出本研究的假說。



第一節 系統式與簡則式的思考模式 

研究消費者的思考型態的論著相當的多，其中又以 1980年 Chaiken所提出

的簡則 (Heuristic) 與系統式 (Systemic) 的思考模式 (又名 H/S理論，HSM) 以

及 1982年 Cacioppo與 Petty所提出的邊陲路徑 (Peripheral Routes) 與中央路徑 

(Central Routes) 的資訊處理模式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ELM) 最為著

名。其中，"Heuristic"在國內論文的翻譯, 多用啟發式為主, 但究其實際意義, 應

翻譯為簡則式 (reference) 較貼切其意, 因此本研究則以簡則式為名。 

這些論著對思考型態的論點可初分為兩類，第一類將思考型態視為一種思考

模式 (Thinking Style)，而另一類則將其視為一種資訊處理 (Information 

Processing) 的過程 (Shiloh, Salton, and Sharabi, 2002)。其中，思考模式為一個人

隨著成長的背景，而形成慣有的思考風格，這種風格較為固定而不易改變，是個

人本質上的不同；而資訊處理則為消費者對其所知覺的環境，加以選擇、組織並

賦予意義的過程，這種過程會隨不同的資訊刺激與情境而改變，非個人本質上的

改變。由於本研究將從文化的角度切入看個人的差異，而文化這個變數透過經年

累月的影響，將漸漸形成人類的生活方式，並對思考模式造成影響，因此本研究

將專注於探討思考模式的部分。而由於 H/S理論由個人本質上出發，區別每個人

不同的思考型態，因此本文將此分類法視為探討個人本質上思考模式的不同，並

以此理論為主要依據來推論假說。 

一、簡則式與系統式思考模式的定義 

H/S理論源自於說服理論 (Persuasion Theory)，作者 Chaiken在 1980年提出

消費者本質上可分為兩種主要的思考模式，分別為系統式思考與簡則式思考。系

統式思考是一種針對產品相關屬性，所進行全面努力的資訊蒐集與評估的過程；

而簡則式思考則是當消費者動機或能力不足以進行系統式處理時，針對週邊資訊

所進行的評估機制。此模式也被大舉應用於社會學中的邏輯與評斷的相關內容研



究之中。後續的研究，則漸漸將系統式處理模式概念化為一種全面且分析性的資

訊處理導向，亦即在該模式下資訊接受者會充分的利用資訊來做決策的評估。因

此，對慣用系統式思考的人而言，只有透過理性蒐集而來的資訊才具有說服力。

而簡則式處理模式相較之下，則顯得較少使用心智能力，來對相關的資訊做處理

及評估，其是基於「人總是傾向同意別人也喜歡的事物」以及「大家的共識就是

對的」的想法 (Chaiken, 1987, 1980) 做為資訊的處理準則。亦即對慣用簡則式思

考的人而言，週邊資訊或別人的意見具有相當的說服力。 

二、簡則式與系統式思考模式的特性 

H/S理論以個人本質上的不同，區別了兩種不同的思考模式傾向。簡則式的

資訊處理模式過程較草率而簡單，它只透過簡單的決策法則就能做決定，例如聽

信專家的意見，而系統式的處理過程則需要相當的心智努力才能完成，它使用全

面且系統式的方法來評估相關的資訊，以做決策。但是該兩種思考模式可同時並

存 (Chaiken, 1980) 於個人的身上，不過由於系統式思考需要較詳細且努力的方

式來處理資訊，因此它需要人們具有一定的「客觀知識」及「動機」才能辦到，

若欠缺相關條件則可能回到簡則式思考模式來處理 (Neuwirth, 2002)。因此情境

的不同，還是會對思考模式產生一定的影響。 

進一步而言，系統式與簡則式的思考模式雖有根本上的差異，但此兩種資訊

處理過程並非互斥。亦即，當系統式與簡則式所取得的資訊相謀合，沒有不一致

時，個人將可能產生兩種資訊同時處理的過程，稱為「附加效果」 (Additivity)；

然而，當兩種來源的資訊互斥時，個人在具有客觀知識與動機的前提下，則較可

能以系統式的思考模式，來取代簡則式的思考模式來做評估，這種現象則稱之為 

「稀釋效果」 (Attenuation) (Chaiken, Liberman, and Eagly 1991; Chaiken and 

Mahesearan 1994)。 

 



三、情境因素對思考模式的影響 

上述提及「客觀知識」以及「動機」將決定消費者，能否使用系統式思考模

式來處理資訊。首先在動機的部分，「吝於採用認知能力」(Cognitive Miser)常被

用來解釋「動機」是影響人們使用系統式處理模式的重要因素 (Taylor and Fiske, 

1978)，但這樣的解釋似乎還不夠精確。H/S理論在此提出了充分性原則 

(Sufficiency Principle) 的概念，此概念奠基於 Simon (1976) 所提出的一個見解：

人們在處理資訊時，會試著花費最小的努力取得最有用的資訊，以最大化其決策

自信；換句話說，也就是人們會努力縮小「充分性門檻」 (Sufficiency Threshold) 

與做決策時「實際信心」 (Actual Confidence) 間的差距 (Chaiken, 1991)。其中，

「充分性門檻」意謂著消費者在做決定之前，渴望能達成的判斷自信，而「實際

信心」則指消費者在主、客觀的條件下所擁有的決策自信。當「實際信心」低於

「充份性門檻」時，人們會努力讓做決策的「實際信心」超越或接近「充分性門

檻」。「動機」在此則被視為縮小「充分性門檻」與「實際信心」差距的因素之一，

亦即在高動機的情況下，人們會試著更努力的使用認知能力來處理資訊，以便能

增加下決定的信心，減少「充分性門檻」與「實際信心」的差距。此外，「產品

知識」一直以來也為影響思考型態的重要調節變數，Brucks (1985) 將知識區分

為客觀與主觀知識兩種，主觀部份為消費者對自己能力的認知，客觀知識則與其

資訊處理的能力有關。當消費者擁有足夠的客觀知識瞭解標的物的屬性，將使其

在搜尋相關資訊時更有效率。若用充分性原則來說明，亦即客觀知識將幫助消費

者快速增加決策信心，以跨越「充分性門檻」。 

而文化與資訊來源的差異，也將影響消費者的思考型態。Durairaj與 Chaiken 

(1991) 的實驗中，透過操弄動機的高低，發現以個別主義文化為主的美國消費

者，不論消費者資訊處理的動機高低為何，當不同的來源資訊表達一致的觀點

時，系統式與簡則式的資訊處理方法將並行不悖；但當兩者所處理的資訊來源表

達不同的觀點時，不管動機的高低為何，系統式的資訊處理方法將被消費者優先

使用。但在集體文化為主的國家則不然，Aaker與 Durairaj (1997) 的研究則發現：



集體主義文化的消費者，對輿論所認同的資訊所重視的程度，將遠超過對產品屬

性相關資訊的重視。亦即，在集體主義文化之下，不論消費者動機高低，不同來

源的資訊表達是否一致，大眾所認同的資訊都將影響個人對資訊的評估，而且當

大眾愈認同此資訊，個人對該資訊的評價愈高。上述的兩個研究都是藉由操弄情

境因素—動機的方式，來觀察在不同的文化之下的消費者，所選擇的資訊處理方

法。但由於本研究試著探索文化對消費者思考型態所造成的影響，因此，將不透

過操弄情境因素的方式，來觀察其變化，而是以測量消費者本身習慣採用的思考

模式，做為本研究的研究結果之一。 

 Durairaj與 Chaiken (1991) 以及 Aaker與 Durairaj (1997) 都不約而同的證實

了個人與集體文化下的消費者，其優先採用的資訊處理方式將有所不同。在個人

文化之下，消費者傾向使用系統式的資訊處理，但在集體主義下，則傾向使用簡

則式的資訊處理。但若從單一文化體的角度而言，系統式思考與簡則式思考仍然

並存，不過比例上有顯著差別 (Trandis, 2002)，例如在個人主義之下，系統思考

者就明顯多於簡則思考者。由此可見，跨文化間造成個人思考模式差異的原因，

在單一文化之下亦同樣存在。但究竟該原因為何，本文將從個人與集體文化的差

異切入，以瞭解這樣的差異對個人面所造成的影響。



第二節 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 

一、個人/集體主義的定義 

Hofstede (1980) 指出個人主義社會強調「我」(Me) 的自我意識，要求每個

人自動自發，在情感上獨立，重視個人的主動、隱私權及財產的保障，追求特定

的友誼關係以及行事的一致性。而集體主義社會則強調「我們」(We) 的意識，

強調集體認同，在情感上依賴，重視群體的團結、分享、擔負責任，並尋求穩定

的友誼關係，重視群體決策以及黨派意識。但實際上，個人與集體主義是並存於

一個社會之中，一個人可同時具有個人以及集體主義的傾向 (Triandis, 1989)；差

別僅在於在某些文化體下，其個人式的態度、規範以及價值觀較另一個國家高。

因此，高個人主義文化國家下的人民中，也可能存在高集體主義思想的人。 

此外，Triandis在1989年的著作裡再延伸此概念：集體主義者對其附屬的團

體有強烈的認同感，以他人的觀點來定義自我，其中個體行為受到群體規範控

制，亦即將自我定義為團體的一部份。而個人主義的觀點則與此相反，強調個人

的價值觀，追求自我的認同感，而他人的認同不過是一種社會的評價標準，個人

主義的人不管在團隊內、外皆追求表現出一致的行為傾向。 

由於本研究欲從消費者個人面的角度，來探討個人、集體主義的不同所造成

的影響，但其實個人、集體主義的文化面與個人面看似不同，實則一脈相承。因

此，接下來本節將由歷史發展的角度，從個人、集體主義發展的文化面開始探討，

然後延伸至個人面的發展。 

二、個人/集體主義的發展 

1980年 Hofstede在「Culture’s Consequences」一書中提出文化四構面，其分

別為「權力距離」、「不確定性程度的避免」、「個人與集體主義」，以及「雄性與

雌性主義」 (Power Distance, 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ividualism vs. Collectivism, 

and Masculinity vs. Femininity)。Hofstede透過在五十個國家發出十一萬六千份的



問卷，以測量當地員工工作的價值觀。在研究中有 50%以上的變異可被 Hofstede

所提的文化四構面所解釋。至目前為止，此四構面仍是用來比較兩地文化差異時

最常被使用的指標 (Triandis, 1994)。而其中個人與集體主義及權力距離兩構面，

在文化的差異上最為顯著 (Hofstede, 1990)，因此成為探討跨文化研究中相對重

要的變數。此外，由於權力距離較常被用來探討組織行為，而非消費者行為，因

此本研究採用個人與集體主義構面為探討的主要對象。 

1990年，Hofstede在「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一書中定義個人與集體主

義為人際間關係鬆緊的連續帶。在個人主義的社會中人際間的關係鬆散，自尊與

獨立為重要的價值觀，每個人皆被預期有照顧自己及小家庭的能力，但在集體主

義的社會中，群體的利益置於個人之前，個人出生時就被歸屬於某一強而有力的

「內群體」(Ingroup) 之中，終其一生皆以對該組織忠誠，以取得該團體的保護。

但集體主義不代表反對個人追求本身的福祉與利益，而是暗指維持群體的福利是

個人福址最好的保證。其中個人與集體主義的相關內涵，如表 2-2-1所示。 

Hofstede (1983) 指出個人主義的高低，可由一國的員工對不同工作議題的重

視程度裡看出。在個人主義的文化裡，大多數人在工作中追求的是： 

(一) 個人時間：除工作外，仍有時間顧及自己及家庭的生活。 

(二) 自由：有採取自己的方法進行工作的自由。 

(三) 挑戰：工作具挑戰性，能有成就感。 

上述的指標都在強調個人獨立於組織的程度。 

而在低個人主義，亦即集體主義文化裡，大多數人追求的工作目標為： 

(一) 訓練：具有訓練的機會。 

(二) 實體環境：具有良好的工作環境。 

(三) 技能：能使技能充分發揮的工作。 

這些指標均強調組織能為個人做什麼事，以及個人能在組織中有什麼表現。

因此個人主義高的員工，傾向視其本身為獨立於組織之外的獨立個體，而低個人

主義或集體主義國家的員工，則傾向於依賴組織給於訓練，使其發揮工作技能，



並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以及給予適當的報酬。 

 

表 2-2-1 個人/集體主義的相關比較 

集體主義 個人主義 

在社會中，人們普遍出生於大家庭，以

對群體忠誠換取被保護的權利 

在社會中，人們出生於小家庭，並

被期許有能力去照顧小家庭 

集體意識 

(We, Collectivity-orientation) 

自我意識 

(I, Self-orientation) 

在社會中得到認同 從自我中得到認同 

個人對組織有情感上的依賴 個人對組織在情感上獨立 

強調對組織的規屬感 強調個人的自主與成就 

較沒有個人私生活與表達意見的權利 每個人有私生活與表達意見的權利

希望組織提供專門知識、下達命令、賦

予責任，並保護他們的安全 

追求自治、多樣性、愉悅的感受，

以及個人財務上的安全 

友誼主要來自於天生的穩定家庭關係 需要特定後天的友誼關係 

相信群體決策 相信個人決策 

對內、外群體之中有不一樣價值標準 在各群體間價值標準皆一致 

禮俗社會 法理社會 

個人對組織的涉入程度主要來自道德觀 個人對組織的涉入程度主要來自於

計算後的結果 

資料來源：Hofstede (1983). National Cultures in Four Dimensions-A Research-based 

Theory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among Nations, Studie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Vol.13, No.1-2, P.62。  

 

 



 個人與集體主義間的差異，不單單只是兩地員工所追求的工作目標有所差別

而已，它更代表了兩地社會規範的迥異。例如社會上的個人/集體主義式的規範，

將影響個人與組織之間的關係。在集體主義的社會中，個人傾向於依賴組織中的

成員共同合作，而非單獨的完成工作；在個人主義的社會裡，個人則傾向於獨立

作業。另外，個人/集體的程度亦將影響成員達成組織要求時，其動機的差別，

例如當一個組織裡集體主義價值觀充斥時，員工的工作動機中，往往會包含較多

的道德責任；但若個人主義當道，斤斤計較的狀況則較容易產生。而這些社會規

範的不同亦將進一步影響個人的價值觀與行為，例如 Triandis在 1988年提到集

體文化下的成員，傾向於持有互賴的觀點，注重人際間的關係及緊密度。而 Aaker

與Durairaj在 1997年將個人/集體主義對個人層面影響的相關研究整理如表 2-2-2

所示。 

 

表 2-2-2 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在態度與行為上的差異 

 個人主義 集體主義 

對自我的想法 依內在屬性、個人特質來建

構自我 

依重要的人 (親人、朋友)

來建構自我 

他人扮演的角色 評價自我 (在社會標準中自

我的定位) 

定義自我 (與他人的關係) 

價值觀 強調獨立、自我 強調與他人的關係 

行動動機 強調差異性，與他人不同的

地方 

強調相似性，與他人調合 

行為的產生 行為受自我偏好與需求影響 行為受他人偏好與他人需

求的影響 

資料來源 Aaker and Durairaj (1997). The Effect of Cultural Orientation on 

Persuas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24 (December), P.316. 



 從上述的討論之中可知，學者對個人與集體主義構面的探討，漸漸由集體面

發展到個人面，接下來本文將把重心放到個人面上，探討個人與集體主義的個人

層級。 

三、個人/集體主義的個人層級 

 在個人層級方面，1985年 Triandis用相對應於個人、集體主義的兩個名詞：

自我中心 (Idiocentrism) 與集體中心 (Allocentrism) 來探討單一的文化下個人的

人格特質。其中，自我中心特質的人比較獨立、喜歡競爭以及追求獨特性，這群

人與內群體會保持一定的情感距離，但集體中心的人則強調的是人與人間互相依

賴的關係，重視社交能力並努力維持與內群體間的緊密關係，因此這群人將積極

滿足內群體的需求。然而這並不意味在個人主義的文化之下，所有的人都是自我

中心主義者，而集體主義之下的人都為集體中心主義者。而是比重上的關係，亦

即在個人 (集體) 主義文化下，具有自我 (集體) 中心特質的人將明顯的比集體 

(個人) 中心特質的人為多 (Triandis, 2002)。 

 表 2-2-2讓我們知道個人/集體文化的差異，將影響個人的態度與行為。而當

學者們 (Triandis, 1985) 開始從個人的層次來分析個人與集體主義時，Triandis 

(1989) 提出了文化影響行為的解釋：即自我構念 (Self-Construal) 為文化影響行

為的中介變數。自我構念為個人在形成自我 (Self) 的觀念時，思想、感覺以及

行動的集合體 (Singelis, 1994），而 Triandis (1985) 認為自我構念由三個面向所組

成，分別如下； 

(一) 個人我 (Private Self)：對自我的認知來自於個人的屬性、狀態與行為。 

(二) 公共我 (Public Self)：對自我的認知來自於一般化的大眾對我的看法。 

(三) 集體我 (Collective Self)：對自我的認知來自特定群體中本身的定位。 

但在討論文化對自我構念的相關研究時，通常把重心放在討論個人我 

(Private Self) 與集體我 (Collective Self) 的差異之上。Markus與 Kitayama (1991) 

把自我構念的重心置於強調自我與群體間的關係，而提出了獨立 (Independent) 



與互賴 (Interdependent) 的自我構念。具有獨立自我構念的人，抱持著自我獨立

的觀點，強調自治、內在的個人特質與獨特性，而具有互賴自我構念的人則抱持

著互賴的觀點，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以及社會關係的重要性，其內涵如表 2-2-3

所示。 

表 2-2-3 獨立與互賴自我構念的差異 

比較的特質 獨立的自我構念 互賴的自我構念 

定義 與社會群體保持一定的距離 與社會群體維持緊密的連結 

自我的狀態 固定 隨環境而彈性調整 

強調的特質 自我的能力、想法與感覺 社會地位、角色以及關係 

一生的任務 了解自己、表達自我、直接闡述

心中的想法、努力讓自己的目標

實現 

歸予群體之中、做對團體合宜

的舉動、為集體的目標而努

力、並努力的理解別人的想法

其他人扮演

的角色 

用來比較、評量自我 以與他人的關係來定義自我 

自尊根基 表達自我內在特質的能力 調整、克制自己以維持團體和

諧的能力 

資料來源： Markus, Hazel R. and Shinobu Kitayama (1991). Culture and the Self: 

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 Emotion, and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98, 

No.2, P.230。  

由上表可知獨立與互賴兩構面之中的內涵，其實乃個人與集體主義文化下的

延伸，這些觀念的重心皆在強調個人與團體之間的關係。個人主義把個人的目

標，置於內群體的目標之前，而這種強調自我一致性，較不考慮環境、群體的心

態，即形成了獨立的自我構念；集體主義則是把個人目標，放置於內群體的目標

之後，這樣事事以團體為中心的心態，即形成了互賴的自我構念。因此個人、集

體主義與獨立、互賴構念實則一脈相承。 



 另外，Aaker與 Durairaj (1997) 曾提及個人與集體主義的不同，將使人產生

不同的態度與行為，而一個人的態度與行為來自於認知面 (Strong, 1925) 的大腦

活動，因此個人與集體主義也極可能導致不同的思考模式。 

 

四、自我構念與思考模式的關係 

本節曾提及，Hofstede (1980) 表示不同文化下的工作者會有不同的工作目

標，並因此目標的不同，把文化區分為個人與集體主義文化。而 Aaker (1997) 則

提出個人與集體主義文化下的個人，除了工作目標的差異外，其在認知、態度與

行為面上也有差異，由此可知在不同的文化之下，將產生不同特質的個人。一般

而言，在個人主義文化的影響下，將產生較多以獨立為自我構念的人；而在集體

主義的文化下，將產生較多以互賴為自我構念的人 (Triandis, 1985)。 

而本章第一節提及 Chaiken (1980) 的 H/S理論，系統式的思考模式以理性的

方式，積極且全面的處理決策相關屬性的資訊，而簡則式的思考模式則以週邊資

訊或別人的意見為主要考量，來做相關的決策。Aaker 與 Durairaj 在 1997年的

研究中，發現集體文化之下的消費者，較重視大眾所認同的週邊資訊，而個人主

義的消費者，則較重視產品屬性資訊。由此可知在個人主義的文化之下，個人傾

向於考量決策所需相關屬性的資訊，將以系統式的思考模式為主；而集體文化下

的個人則傾向考量週邊資訊，而使用簡則式的思考模式。 

因此，在個人主義文化之下的個人，大多為獨立自我構念的個體，且傾向使

用系統式的思考模式。而集體主義文化下的個人，則大多為互賴自我構念的個

體，且傾向使用簡則式的思考模式。故本研究推論：具有獨立自我構念的消費者，

應比較傾向使用系統式的思考模式，而具有互賴自我構念的消費者，則比較傾向

於使用簡則式的思考模式。並因此本研究提出下述假說： 

 



H1a：消費者的獨立自我構念傾向與系統式思考的關係強於其互賴自我構念

傾向與系統式思考的關係。 

 

H1b：消費者的互賴自我構念傾向與簡則式思考的關係強於其獨立自我構念

傾向與簡則式思考的關係。 

     

 在探討完自我構念與思考模式的關係之後，思考模式對購後失調產生的影響

是本研究另一欲探討的議題。事實上，系統與簡則式思考模式亦可被視為兩種不

同的認知風格 (Cognitive Style) (Chaiken, 1987)，也就是說個人會因慣用不同的

思考模式，進而對同一事物產生不同的解釋並賦予不同的意義。進一步從 AIDA 

(Attention, Interest, Desire, and Action) (Strong, 1925) 的理論得知，消費者的認知

會影響其態度與行為，而購後失調為消費者一種購後態度的變化，而消費者在做

完購買決策後態度的變化，是否會因其慣用的思考模式不同而產生差異，則為本

研究欲探討的重點之一。因此，接下來將探討本研究的另一個重要變數—購後失

調。



第三節 購後失調  

 消費者在購買完商品或服務之後，是否滿意於該次的消費，一直以來都是行

銷人所關心的議題，因為滿意的顧客較容易再次上門光顧 (Watkins, 1996)。其

中，認知失調一直被視為消費者態度改變的先行變數 (Cummings, 1976)，亦即消

費者認知失調的狀況，將對其購後滿意產生影響，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一、購後失調的定義 

 在定義失調前，必須先瞭解認知原素 (Cognitive Element) 的概念。所謂的

「認知原素」意謂著，人們對自身、行為與週遭事物的知識 (Knowledges)。而

這些原素彼此間可能產生三種關係，其分別為彼此無關 (Irrelevance)、失調

(Dissonance) 與和諧 (Consonance)。而失調則被 Festinger於 1957年定義為一個

人的兩個認知原素不一致時，產生衝突的一種狀態。而 Festinger (1957) 也提出

了四種可能產生失調的情況，分別如下： 

(一) 失調來自於邏輯的不一致，例如汽車比冷氣機貴，那麼買冷氣機就不可能送

汽車，因此買冷氣機送汽車的概念將使人產生失調。 

(二) 失調來自於文化習俗，例如在正式的聚餐中，穿著邋遢就與文化上的觀念有

所衝突。 

(三) 失調來自於一般性與特定性概念的衝突，例如國中生購買勞力士手錶給自己

這件事將會使人產生失調，因為勞力士錶在一般性概念裡，被認為應該是給

有身份、地位的人所擁有。 

(四) 失調來自於與過去經驗的不一致，例如有個小孩過去偷偷購買玩具回家都會

被父母罵，但有一天小孩這麼做卻沒事，則會產生失調。 

因此當我們做了一個決定或產生一個意見之後，此決定或意見卻與原先的認

知有所違背時，認知失調就會產生。但在某些情境下會使人容易產生失調，對此

Cummings與 Venkatesan在 1976年指出，當消費者所做的決定具有重大、不可

重來，以及出於自願的三種狀況之下，消費者較容易產生認知失調的狀況。 



二、知識對失調的影響 

 影響失調的原因有很多，而這些原因通常都是透過心理學家以實驗的方式所

找出來的，而大部分的因素皆與購買決策有關 (Holloway, 1967)。其實驗發現，

在進行購買時，購後失調的程度會受到外在的產品知識獲得量與消費者本身對產

品的知識與熟悉度所影響。當獲得外在的產品資訊量大時，購後失調的程度就會

較低，反之則高；而若消費者本身對產品的知識與熟悉度越高時，其購後失調的

程度也會較低，反之則高。因此理性的購買者的失調程度通常比較低。 

三、認知失調的構面 

認知失調理論中的失調，不僅僅限於「認知」的層面。Festinger (1957, P.266)

指出失調對情緒的影響：「對某些人而言，失調是種極端痛苦與不能忍受的事」。

由此可知認知失調亦包含了情緒的層面。Cooper與 Fazio (1984) 亦說明除了認知

面的不一致外，憂慮「不好結果」發生程度的高低也會導致失調的狀況。而 Oliver 

(1997) 則認為失調除認知部分外，也包含了對未知結果的關心與預期可能後悔

的程度。因此，認知失調大致可分為認知與情感兩層面。其中，認知層面的失調

被視為個人認知到其所做的決定，與原先所持有的信念不一致；而情感層面的失

調則被視為個人做完此決定後，隨即而來的心理面不適的狀況。 

接著 Sweeney, Hauskenecht 與 Soutar (2000) 在發展購後失調的量表過程

中，透過因素分析，將失調劃分為兩個認知面向與一個情緒的面向。這兩個認知

的面向，源自於互相衝突的兩個認知原素，而情緒面向則為 Festinger所提到的

痛苦感受。Sweeney, Hauskenecht 與 Soutar將這兩個認知面向，分別稱為「購買

智慧」(Wisdom of Purchase) 以及「對交易的關注」(Concern over the Deal)，而

唯一的情感面向則以「情緒」(Emotion) 為名。其中「購買智慧」被定義為：購

後消費者對買到不適合或不需要的產品的認知。因為消費者在做完購買決策時，

仍然會持續考量其沒買到的產品是否比自己已經購買的產品好，這是由於人們傾

向於考量失去物品的美好，而對擁有的東西則思考其缺點的那一面，此點容易產



生邏輯不一致的認知失調 (Festinger, 1957)。而「對交易的關注」被定義為：人

在做完購買決定後，察覺到他們的信念與決定被銷售人員所影響的認知。此構面

所測量的是人們在購買時，可能受到銷售人員的影響而改變其原先的態度，所產

生的認知失調。這部分的理論基礎來自於 Cummings與 Venkatesan於 1976年的

研究，該研究指出消費者可能「被迫」表現出與自己信念不一致的行為，而銷售

員的強力推銷技巧，就可能使消費者購買原先並不想買或覺得不適合的東西。而

情感面則被定義為在購買之後，消費者心理不舒服的狀態。 

Sweeney, Hauskenecht 與 Soutar 在 2003的購後失調實驗中，運用其 2000

年所發展的三購面量表，對剛購買完傢俱與汽車零件的消費者施測，並以集群分

析將這此受訪者分群，發現能將受訪者分成三群。其中二群中的三購面分數相關

性相當高，通常都是同高或同低，亦即一群為高失調者，而另一群為低失調者。

剩下的一群則是在購買智慧 (Wisdom of purchase) 上失調得分較高，與高失調者

不相上下，但其它兩構面的分數則位於高失調群與低失調群的中間。由此可知，

用三構面來劃分購後失調，不僅能補捉到失調的完整意義，也能進一步的對受訪

者做更詳細的分析。 

四、失調與滿意度的關係 

 學者對顧客滿意的定義很多，Oliver 與 Desarbo (1988) 將各類滿意度理論

加以彙總，並分成三類，分別為期望的一致性、利益觀點與其他，如雙因子理論。

在期望一致性的觀點方面，Hepel (1977) 曾定義消費者的滿意程度決定於顧客所

預期的產品利益的實現程度；亦即，它反映的是「預期」和「實際」結果的一致

程度。因此，當產品的實際結果表現得不如預期時，消費者即會產生購後的不滿

意。 

 而從認知失調的定義中可推知，當「預期」的認知原素與「實際」得到的認

知原素不一致時，即產生認知失調。因此，Anderson (1973)曾把認知失調視為影

響顧客滿意的原因之一。而本研究所使用的購後失調三構面量表 (Sweeney, 

Hauskenecht, and Soutar, 2000)，曾經被運用於測量剛購買完傢俱與汽車零件的消



費者的購後態度，雖然量表本身被稱為購後失調量表，但其所測得結果其實就是

一種購後的不滿意程度。因為購後失調可說是購後不滿意的前置因素。 

五、購後失調與思考模式的關係 

Sweeney, Hauskenecht 與 Soutar (2000) 提出購後失調的三個構面後，並不

常被後續學者引用，一般學術界仍然以「購後失調」為一完整變數探討 (Mattila, 

2003)。因此本研究雖引用此量表，但在假說推導的部分，並不分別探討三構面

與思考模式的關係，而是將其合併成一購後失調變數以推導假說。 

Oliver (1997) 指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失調門檻 (Threshold of Dissonance)，

亦即對同一件事而言，每個人會表現出不同焦慮的程度，有的人可能覺得很緊

張、難過，但有些人卻覺得沒什麼。此外，Sweeney, Hauskenecht 與 Soutar (2003)

也曾以其在 2000發展的購後失調問卷，來量測消費者在購買完傢俱或汽車零件

後，其購後失調的程度，再透過集群分析來試著區隔消費者，在研究不同的集群

時，他們發現年青人會比年紀大的人容易產生失調。由上述兩例可知，失調是存

在個人差異的。 

當消費者準備購買某項產品時，對於產品日後的表現並無法完全掌握，消費

者將因認知到這種不確定性的結果，而產生一種認知性的風險 (Brooker, 1984)。

消費者還會以此認知，而去蒐集使其減少風險的事實或數據 (Wellish, 1972）。一

般而言，消費者對其所要選購的物品愈仔細考量，其將會蒐集更多的資訊，以增

加其知覺的選擇 (Perceived Alternatives)，而愈仔細考量後的決定通常會使其對

所做的購買愈加的滿意 (Russo, Meloy, and Medvec, 1998)。Holloway (1967) 亦認

為當消費者所能獲得產品相關的資訊量，或本身對該項產品的知識與熟悉度愈

高，則購後失調的程度將遞減。由上文獻可知，消費者對產品的知識與獲得資訊

的能力愈高，將有效的降低購後失調的程度。而從本章第一節對思考模式的探討

中可知，使用系統式思考模式的人，習慣於對要購買的產品，進行全面且徹底的

資訊蒐集及評估。因此，習慣於使用系統式思考的人，其獲得產品相關資訊的質



與量都會比不習慣使用系統式思考的人要來得佳，再加上能使用系統性思考的消

費者通常對該項產品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知識，因此其發生購後失調的可能性較

低，而即使發生失誤時，也會因自己已經盡力蒐集各方資訊，不至於再自怨事前

的努力不足而嚴重失調，反之傾向將失誤造成的原因歸因於外，如此所產生的自

我認知失調程度便不至於太高。故本研究提出下述假說： 

 

H2a：愈傾向使用系統式思考的消費者，其產生的購後失調程度愈低。 

 

另一方面，Zanna, Sande 與Waterloo (1987) 指出個人失調的程度會隨著其

在群體中決策或個人獨自決策而有不同的狀況，其中個人可能在團體中經歷較多

的失調。例如，一般的青少年較容易受到同儕的影響，而做出與本身信念不合的

決定，如抽煙。而這也是 Sweeney, Hauskenecht 與 Soutar (2003) 在實驗中發現

年青人，會比老年人的人容易產生失調的部分原因，而習慣使用簡則式思考模式

的人，相對較喜歡以「人總是傾向同意別人也喜歡的事物」以及「大家的共識就

是對的」的想法 (Axsom, Yates, and Chaiken, 1987; Chaiken, 1980) 為準則來做資

訊的處理與決定，因此其較可能因為經歷同儕壓力來做決定，而因此減少考量該

產品是否真正適合自己，因此將比低簡則式思考的人產生較高的失調。此外，簡

則式思考模式的人習慣以週邊資訊為主要考量，來評估是否購買該項產品，例如

僅以廣告吸引人、產品外表看起來好、專家建議或過去曾經用過等週邊訊息，而

非針對產品本身功能、適用性來做考量，因此不僅較容易產生購後失調，而且會

傾向歸因於自身未全力蒐集產品本身的資訊，甚至內咎，因此產生較嚴重的失

調，因此本研究提出下述假說： 

 

H2b：愈傾向使用簡則式思考的消費者，其產生的購後失調程度愈高。 

 

但消費者在實際進行購買行為時，其可能遇到許多不同的消費情境，而這



些具有差異的消費情境將導致消費者產生不同程度的購後失調，因此，若要進

一步釐清思考模式與購後失調之間的關係，必須將消費者進行購買決策時的情

境因素考慮進來，因此接下來的兩節將先、後探討本研究的情境控制變數—服

務失誤，與調節變數—消費價值。 



第四節 服務失誤分類 

Holbrook(1999) 指出，在消費事件裡，當消費者與產品互動時，消費者與產

品兩者皆會對消費事件產生價值；產品以其本身的價格、顏色、重量與形狀來呈

現其客觀特質；而消費者則會因其感受、信念以及忠誠來呈現其主觀特質。下一

節將以消費中主、客觀成分的比重，將消費事件分成功能性與享樂性兩類。但不

論是功能或享樂性消費，該消費事件中都包含了有形的產品與無形的服務 

(Shostack, 1977)，而無形服務中的「服務接觸」(Service Encounter) (Solomon, 1985) 

更是常被用來探討造成消費者消費滿意或不滿意的「關鍵時刻」(Moments of 

Truth)。 

由於本研究以探討不滿意的消費為主，雖然並不限於服務的失驗，但因為過

去服務失誤的分類中，其實同時涵蓋產品功能未達預期的失驗 (Bitner, 1990)，

因此擬採用服務失誤的分類基礎，接下來將探討不滿意的服務接觸與分類方法。 

一、服務失誤的定義 

 Bitner (1990) 定義服務失誤 (Service Failure) 為：在服務接觸中，導致消費

者不滿意的特定事件。而一般所謂的服務接觸有二個定義，其一乃指服務提供者

與顧客之間的交易互動情形 (Solomon and Surprenant, 1985)，這個定義強調的是

人際間的互動情形。但稍後，Shostack (1985) 則把定義擴大解釋，其認為除了人

際互動之外，其「接觸」時週遭的環境也應納入考量，亦即在人際互動之上，再

加上非人際的部分。而本研究認為後者較具周延性，故採用後者對服務接觸的定

義。 

 因此可進一步說明，所謂的服務失誤即為，在消費者與無形服務提供者接觸

的時刻，當週遭人際與非人際的表現不如消費者預期，而導致消費者不滿意的事

件。 

二、重要事件法（Critical Incident Technique） 



 重要事件法 (CIT) 指透過一定的步驟，來蒐集人類行為的觀察資料，並對

相關資料加以分析，以系統化的分類法來呈現行為下潛在的問題，與問題間的關

係 (Flaganan, 1954)。 

從過去與服務接觸相關的研究中 (Bitner, 1990, 1994；Hoffman, 1995, 2003；

Webster, 1998) 發現，這些研究皆以重要事件法來分類服務接觸時發生的不滿意

事件，並進而研究在不同的分類下，服務提供者該以何種補救措施，較能挽回消

費者的心。此外，上述這些研究中也皆曾表示 CIT為分類服務接觸重要事件時，

最好的分類方法。因此，本研究也採用 CIT來分類造成消費者不滿意的重大事

件。 

所謂的「事件」(Incident) 是指任何可被觀察的人類行為，且該行為的完整

性，要足夠到能被推論或預測。而「重要」(Critical) 則指該事件潛藏的目的或

意圖，必須能被觀察者清楚的判別。但對重要事件的定義，其實應針對研究的情

境而做相關的調整 (Flaganan, 1954)。除此之外，Flaganan也列舉了進行 CIT時

的五個主要步驟，其分別為一、擬定研究的目的；二、制定蒐集重大事件的計畫

書，如蒐集的人員、被觀察的對象與欲觀察的行為；三、蒐集資料；四、分析資

料；五、解釋與報告結果。接下來將探討過去研究者使用 CIT，對服務失誤所做

的分類。 

三、CIT法與服務失誤分類 

Bitner (1990) 是最早將 CIT用於服務相關領域的研究，其透過訪問餐廳、旅

館與航空公司的顧客，來了解他們在接受相關的服務接觸時，令他們感受滿意或

不滿意的「事件」，然後再經由研究人員將這些陳述的案例加以分類，其將服務

失誤分成三大類十一小類，其中三大類分別如下。 

（一）服務遞送的失誤：這裡所謂的失誤是指核心服務的失誤，如餐廳的飲食。

但這失誤又可分成兩種，一種是過程的失誤，如上菜速度太慢；另一種則

是結果的失誤，如食材不夠新鮮。 



（二）回應顧客要求的失誤：當顧客要求服務提供者為他們做一些服務的調整，

而服務提供者若無法改變時，此失誤就會產生，如希望食物不要太辣。 

（三）員工自身行為造成的失誤：有時候服務失誤單純來自於員工的個人行為，

如服務的態度不佳。 

此分類法為服務失誤的分類立下了基礎。而儘管 Bitner (1994) 添加了另一

個類目「顧客本身的問題」，亦即有時候服務失誤是因為顧客的要求超乎合理的

範圍，而導致服務提供者難以使顧客滿意。之後服務失誤的分類法，仍是以此三

大類為主，只是細類的定義與分法不同 (Hoffman, 1995)。因此，本研究認為不

增加「顧客本身的問題」這一類目，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這些分類都是由詢問顧

客記憶中的服務失誤情形，再經過研究者的分類而得，而要顧客承認該次的服務

失誤是由自身造成的，一來不太可能，二來儘管得出結果，可信度也令人質疑。

因此，本研究將以 Bitner在 1990年的三大分類法為主。 

四、服務失誤分類與失誤嚴重程度的關係 

 Hoffman (1995) 曾用十點量表來測試失誤類型中，每一小類的失誤嚴重程

度，平均後的結果發現第一類服務遞送的失誤，其失誤嚴重程度最高，而第二類

回應顧客要求的失誤，其嚴重程度最低，第三員工自身行為的失誤則位於其中。

劉宗其 (2001) 在國內對餐飲業的顧客使用相同的方法，得到的結果也是以第一

類的失誤程度對高，但第二與第三類的失誤程度高低則與 Hoffman的研究相反。

導致不同結果的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國內消費者在第二類回應顧客要求失誤中的

座位問題，表現出高度的不滿，而拉高了第二類的平均分數。造成這樣的差異的

原因可能在於文化的差異，因為台灣比美國較集體主義 (Hofstede, 1980)，飲食

時常喜歡呼朋引伴，但要餐廳配合則有難處，但美國則較沒這類的問題。

 由上述可知，服務失誤的類型會導致不同的失誤嚴重程度，而一般都以第一

類的服務失誤最嚴重，因為其涉及核心服務的失誤。而不同的失誤嚴重程度將會

導致不同程度的購後失調 (Festinger, 1957)。因此，不同的服務失誤類型，將產



生不同程度的失誤，並進而導致不同程度的購後失調。本研究以服務失誤類型視

為一控制變數，以降低因不同失誤類型干擾了本研究欲探討的主效果。 



第五節 功能與享樂性消費 

 從前述購後失調的討論中得知，不同的思考模式可能使消費者在購後產生或

高或低的失調感受。但有別於過去消費者行為研究中，將消費者視為完全客觀理

性的決策機器，亦即消費者會經過一連串的決策流程，來制定其購買決策，但實

際上的消費者購買決策，卻是消費者主觀與產品或服務屬性客觀要素，彼此互動

產生的結果 (Holbrook, 1982)。因此本研究將消費的情境視為調節變數，欲探討是

否在不同的消費情境之下，消費者不同的思考模式對其購後失調的影響將產生變

化。 

一、消費產品的分類 

Crowley et al. (1992) 認為消費者在購買物品時，會對不同的產品產生不同的

考量，因而將產品分成功能性 (如沙拉油、洗碗機) 、享樂性 (如冰淇淋、高級旅

館) 及平衡性 (如汽車、牛仔褲) 三種，而 Barbin et al. (1994) 則將購物經驗 

(Shopping Experience) 依主、客觀的因素的不同，劃分為功能性、享樂性以及平衡

性三種購物經驗。三者的關係如圖 2-5-1所示。 

 

 

 

 

 

 

 

 

圖 2-5-1 功能性、享樂性與平衡性產品 (消費)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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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olbrook Morris B. and Michela Addis (2001). On the Conceptual Link 

between Mass customization and Experiential Consumption: An Explosion of 

Subjectivity, Journal of Consumer Behavior, Vol.1 P.58。 

主觀因素權重 

由圖中可知，消費事件是由消費者主觀反應，以及產品的客觀特質所構成。

但組成比重的不同將產生不同的消費經驗價值。其中一種的消費經驗為產品的客

觀特質所佔的比例大於消費者的主觀感受，例如使用 Epson的印表機，該產品主

要提供的功能即為列印，而消費者期望的也是從其中得到功能性利益。此類價值



被稱為功能性 (Utilitarian) 價值。而另一種的消費經驗之中，消費者的主觀感受所

佔的比例大於產品的客觀特質，例如購買一幅畫時，這幅畫美的價值存在於消費

者主觀的感受裡，此類的價值被歸為享樂性 (Hedonic) 價值。而當主、客觀特質

的比重相當或皆不重要時，這樣的價值稱為平衡性 (Balanced) 價值。而這三種消

費價值也與 Crowley的產品分類有異曲同工之妙，例如購買功能性產品通常會產

生功能性的消費價值。但平衡性的消費價值與產品通常不被討論，因為「平衡性」

的概念最主要的作用在於劃分功能與享樂，另外在實際生活上也難以對「平衡性」

的產品或消費價值下定義與探討。因此本研究也以探討功能與享樂兩構面為主。 

但是以產品或消費價值來分類消費情境，何者較適當？產品分類法是以相對

客觀的方式，將產品區分為功能性與享樂性產品。但近來的消費者研究愈來愈強

調消費者主觀的部分 (Holbrook, 1999)，強調消費者在購物時，不是僅客觀理性的

考量產品的特性，當時消費者的心情與想法都會影響消費者所做的購物決定。因

此一件原本稍偏功能性的產品，可能會因賣場的音樂或設計的場景加強了消費者

享樂的主觀感受，而讓消費者認為這次的消費是屬享樂性的消費。因此本文將以

消費價值來做為消費情境的區分方式。 

二、功能與享樂性消費的定義 

功能性消費意指消費功能性產品 (Holbrook, 2001)，例如購買手電筒、手提電

腦等。此類產品所提供的核心價值就是其功能性價值，此類產品在發揮正常功能

時，消費者的心情不會受到特別的影響。因此消費者在選購此類產品或品牌時，

所考量的也為其客觀所能提供的功能。 

享樂性消費則為消費者在使用產品時，所產生的多感官知覺 (Mulitsensory)、

幻想 (Fantasy) 以及情感性 (Emotive) 反應的一種體驗 (Holbrook and Hirschman, 

1982)。所謂的多感官知覺意指消費者與產品互動的經驗之中，其聽、視、嗅、觸

以及味覺的感受，但值得一提的是，其五覺的經驗感受包含接受與回應兩部分，

消費者不只單方面的接受產品的感官刺激，更會在心中產生一種意象，例如聽音

樂時不只聽覺受到刺激，其心中也可能因歌詞的描述產生視覺的景象。而消費者

心中所產生的景象，可能來自於過去歷史的回顧或是單純虛構的情景，而幻想在

此即被定義為：在此過程之中，消費者所產生的虛構性夢想。而情感性反應則意

指消費者因感受的變化，而產生生理與心理的變動狀態 (Holbrook, 1982)。 



享樂性消費的經驗來自於享樂性產品，能引發消費者的情感、夢想與樂趣。

以電影為例，一部電影的好壞決定於它是否能有效的誘發起觀眾的情緒。雖說消

費者可以透過一些相對客觀的因素，如知名演員、導演、好的角本或問看過人的

經驗，來儘可能地判斷這部電影的好壞，但以理性的方式來分析這種主觀的感受，

基本上是不合理的，因為每個人情緒與此電影的互動皆為一個不同的變數。而享

樂性消費又被稱之為經驗式消費 (Experiential Consumption)。其與過去大多數消費

者行為的研究不同，因為過去的研究把消費者定位為理性的資訊處理者(Holbrook, 

1990)；認為人將透過一套完整的決策流程，客觀地評估其所選擇的產品，以追求

效用 (Utilitarian) 的極大化。但享樂性消費強調的則為消費者心理主觀的感受。 

 因此，若以消費者的主觀反應為右45度橫軸，產品的客觀特質為左45度縱軸，

我們可以將所消費的產品或經驗，以及相關的概念，表示成圖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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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2 功能性與情感性消費 

資料來源：改寫自 Holbrook Morris B. and Michela Addis (2001). On the Conceptual 

Link between Mass customization and Experiential Consumption: An Explosion of 

Subjectivity, Journal of Consumer Behavior, Vol.1 P.60。 

 

三、享樂性消費與功能性消費的差異 

 Holbrook 與 Hirschman (1982) 說明了以享樂性觀點為研究主軸時，在下列四



個研究方向中，享樂性與功能性消費有幾點差異值得注意： 

(一) 心理構念：第一，在某些情況下，情感性的渴望會超越功能性動機，而主宰

消費者產品的選擇；第二，消費者不只單純的評估客觀的產品屬性，更在其

中加入了主觀的意念；第三，享樂性消費構建於消費者對真實的想像或渴望，

而非客觀的真實；第四，感官刺激的尋求與認知性的資訊蒐集是兩個不同的

構面 (Hirschman, 1982)。 

(二) 產品類型：傳統觀點所研究的物品以包裝品或耐久品為主，但享樂性消費所

研究的產品類型，則以研究表演藝術或文化產品為主。 

(三) 產品使用：傳統的消費者行為研究大都注重購買產品的決策過程，而少討論

產品的使用行為，但由於享樂性消費在使用產品時常伴隨著心理性的變化，

因此更值得探討。 

(四) 個人差異：傳統的消費者行為常以客觀的角度來看個人的差異，如對品牌的

忠誠度，而以消費者的特徵為區隔變數 (Segmentation) 更是經常被使用。但

人主觀性的消費經驗，亦是造成了人與人區別的變數之一，其中次文化，如

性別、社會階層所造成的差異更是值得研究的議題。 

除了上述的不同外，Holbrook 與 Hirschman更進一步提出了消費者以資訊處

理觀點 (Information Processing) 來進行功能性消費與使用體驗觀點 (Experience 

Perspective) 來進行享樂性消費時，其間的不同。本研究選取其相關的變數說明如

下。 

(一) 投入 (Input)：分成環境與消費者兩大部分，其中在消費者投入的部分有二個

變數與本研究有關，第一為消費者對消費定義 (Task Definition) 的不同，以資

訊處理的觀點來說，其把消費定義為問題解決與目標達成的資訊處理活動，

但若以體驗的觀點來看，消費被視為追求歡樂、夢想與感官刺激的過程。第

二為涉入感的種類 (Type of Involvement) 不同，在這裡的差別並不是涉入感

高、低的差異，而是種類的不同；資訊處理觀點所使用的是左腦式的涉入，

即使用分析、有邏輯且問題導向的認知式反應，而體驗觀點則是以右腦式的

涉入為主，其為感覺式的反應傾向 (Zenhausern, 1979)。 

(二) 中介反應系統 (Intervening Response System)：分成認知、情感與行為三部分。

第一在認知的部分，資訊處理觀點強調其為由過去記憶與相關現象所編織而

成的認知基模，而體驗式觀點則認為該項認知的本質為潛意識且私密的。第



二在情感的部分，在資訊處理方面，其只強調單調的享樂反應，例如喜歡或

不喜歡某項品牌，或是將喜歡的程度加以排序，但在體驗式觀點裡，則加入

了更多情感的部分探討，包括愛、恨、恐懼、憂慮、喜悅、自豪…等等。第

三在行為的部分，傳統的觀點只探討到產生購買決定，以及購買行為，但在

體驗的觀點裡，其強調的是產品使用時，其主觀的心理變化。 

(三) 結果 (Output)：資訊處理觀點其要求的最終結果為產品的功能，因此評估其

購買成敗的關鍵，也在於產品是否能達到期望的功能；而體驗觀點所求的則

為在購買的過程或產品本身，所帶來愉悅的感受。 

四、功能與享樂性消費情境下思考模式與購後失調的關係 

 消費者在進行功能性消費時，傾向將自己定位為問題的解決者，並運用左腦

式的思考模式，理性有邏輯的處理購買決策；但在進行享樂性消費時，則把消費

視為一種取悅自己的過程，傾向於使用右腦思考以體驗其感受 (Holbrook, 1982)。 

 在前一節，本研究曾推論慣用系統式思考的消費者，因獲得較多產品相關的

資訊，因此產生的購後失調程度較低 (H2a)；而慣用簡則式思考的消費者，則因購

買前的考慮不足，僅以週邊的訊息，就做出決定，因此產生的購後失調較高(H2b)。

在此，本研究對假說二作進一步推論：在功能性消費時，消費者把自己定位為問

題的解決者，此時消費者會把重心放在產品的內部屬性，而較忽視週邊線索資訊。

因此系統式思考的消費者，會因左腦式的理性思考模式被強調，加強其使用系統

式的思考模式；而簡則式思考的人則會因此減弱其簡則式思考，因而提出本研究

的假說如下： 

 

H3a：消費者在面對功能性消費的失驗時，採系統式思考的傾向程度愈高，則其所

感受到的購後失調程度愈低。 

 

H3b：消費者在面對功能性消費的失驗時，採簡則式思考的傾向程度愈低，則其所

感受到的購後失調程度愈低。 

 

而在享樂性消費時，消費被視為追求歡樂、夢想與感官刺激的過程，因此右

腦式的體驗模式將被強調，消費者把重心放在自身的主觀感受之上，而較忽略產

品的客觀屬性。此時系統式思考的消費者會因此而減弱其系統式的思考模式，而



簡則式思考的消費者則被加強對簡則式思考模式的使用。因而提出本研究的假說

如下： 

 

H3c：消費者在面對享樂性消費的失驗時，採系統式思考的傾向程度愈低，則其所

感受到的購後失調程度愈高。 

 

H3d：消費者在面對享樂性消費的失驗時，採簡則式思考的傾向程度愈高，則其所
感受到的購後失調程度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