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購後失調對消費者的購後滿意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而如何妥善處理消費者購

後不滿意與抱怨行為一直是管理階層所欲了解的課題。相對於消極的在事發後，

以彌補策略來補償不滿意的消費者外，能在事前積極有效的瞭解消費者才是最好

的方式，但國內對這方面的研究甚少，而國外文獻的研究也多著重於探討影響購

後失調高低的外部性因素，例如當消費者在面對一件不滿意的消費時，其購後失

調的程度會受到其在進行購買決策的過程之中，資訊取得量的多寡所影響，若資

訊取得量豐，則失調的程度較低。對此，本研究透過測量消費者的自我構念與思

考模式傾向，以發現這些消費者的內部性因素，對購後失調所產生的直接或間接

的影響，以瞭解購後失調因人而異的影響變數。 

回顧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三：第一，在對歐洲消費者的初探性研究方面，本

研究於挪威實際發行問卷取得當地消費者的第一手資料，以作為第一篇取得歐洲

當地市場消費者資料的國內碩士論文。第二，從個人面角度探討自我構念與消費

者思考模式的關係方面，本研究於第二章文獻探討時根據現行學者，對不同文化

下的消費者特質與思考模式作一對照比較，並對自我構念與思考模式的關係作出

推論與詮釋，形成本研究的假說一與架構一。最後，在了解不同思考模式傾向的

消費者在不同情境下的購後失調方面，本研究以理性思考者將產生較低的購後失

調為主軸進行假設推論，系統式思考者做決策時較理性而簡則式思考則較感性，

而功能性消費會增加理性決策的程度，享樂性消費則反之，以形成本研究最主要

的假說二、三與架構二。 

本章分成三個小節，第一節對所有的假說與驗證情形做一說明，針對研究結

果提出可能的解釋，並做出結論；第二節更深入的探討結果可能對實務產生的建

議與可能的策略擬定，並歸納本研究的學術貢獻；第三節則針對本研究的研究限

制與發展方向提出建言，以供未來的研究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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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總共開列八項假設，其假設的簡明與驗證情形在此不再贅述，針對假

設驗證的結果，本節將結論與發現歸納如下： 

一、消費者「系統式思考」的習慣，與其「獨立自我概念」傾向間有顯著的關係 

 在同一文化之下，「獨立」自我構念與「系統式」思考模式間有顯著的關係，

但「互賴」自我構念則對「系統式」思考沒有顯著相關。也就是說擁有獨立自我

人格的消費者通常習慣於系統式思考，這間接符合了 Chaiken與Maheswaran 

(1991) 的跨文化比較研究，在強調獨立的個人主義文化之下，消費者在做購買

決策時傾向於使用理性的系統式思考。 

二、消費者「簡則式思考」的習慣，與其「互賴自我概念」傾向間的關係，強於

與「獨立自我概念」傾向間的關係 

 在同一文化之下，「互賴」與「獨立」自我構念皆與「簡則式」思考有顯著

關係，而且「互賴」對簡則思考的關係顯著大於「獨立」對簡則思考的關係。也

就是說擁有「互賴」或「獨立」自我人格的消費者都可能使用簡則式思考，但是

互賴性高的消費者最可能有簡則式思考的習慣，這也間接符合了 Aaker與

Durairaj (1997) 跨文化比較的理論，在強調互賴的集體主義文化之下，消費者在

做決策時會傾向於參考他人的意見，而採用簡則式思考。 

三、「系統式思考」對「購後失調」的影響不顯著 

 不論是以系統式思考為自變數對購後失調進行簡單迴歸，或是加入消費價值

與服務失誤分類後的多變量迴歸分析的模式裡，系統思考對購後失調都沒有顯著

影響。這與 Russo, Meloy與Medvec (1998) 的研究相違悖，因為經過仔細考量的

購買決策，通常可有效的降低其購後失調的程度。但這樣的發現卻符合 Carmon, 

Wertenbroch與 Zeelengerg (2003) 研究中的看法，其表示雖然傳統上都認為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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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所選購的物品考量愈仔細，則消費者會對所做的購買決定愈滿意。但實際上當

消費者愈仔細評估時，會使得購買時的不同產品選擇權利 (Option) 與消費者更

加的貼近 (Attachment)。而當消費者在此一情況下進行購買決策，其事後消費

者將因損失了對其他產品的選擇權利，而感覺到不舒服的感覺 (Feeling of 

Discomfort)。這可能是造成透過調查法時，系統式思考不能成為有效解釋購後

失調變數的原因之一。值得一提的是，不僅「系統式思考」對「購後失調」的影

響不顯著，其影響的方向也與本研究推論的負向關係相反，本研究所得的結果較

偏向 Carmon, Wertenbroch與 Zeelengerg (2003) 的研究結論，亦即當消費者愈理

性地評估購買決策時，其失調的程度愈高。 

四、慣於「系統式思考」的消費者不會因「功能性」或「享樂性」消費情境的改

變，而在「購後失調」上產生顯著差異。 

 本研究發現消費者在面對「功能」與「享樂」兩不同消費情境下的失調經驗

時，「系統式思考」對「購後失調」的差異並不顯著。但深入探討可發現，在這

裡延伸了上一個發現，也就是「系統式思考」與「購後失調」的正向關係，會因

「功能性」失驗而加強，但因「享樂性」失驗而減弱成負向關係。這個思考邏輯

與本研究的推論相符合，亦即「功能性」的消費會加強消費者的系統理性思考程

度，而「享樂性」消費則會削減系統理性思考程度。因為消費者在進行「功能性」

消費時，將專注於了解產品的屬性與功能，因而加深了其理性的判斷，但在進行

「享樂性」消費時，消費者將專注於體驗週邊的訊息所帶來的感受，而降低了對

功能的重視與理性的判斷。 

五、「簡則式思考」對「購後失調」有顯著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簡則式思考」對「購後失調」具有顯著的影響效果，且其

影響的方向與 Zanna, Sande與Waterloo（1987）的研究相同，該研究指出個人失

調的程度會因群體決策或個人決策而不同，在進行群體決策時由於承受較多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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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壓力因此可能較容易做出失調的決定，因此習慣以群體意見為主的「簡則式思

考」 愈高，「購後失調」的程度也愈高。而「簡則式」主效果雖然顯著，但解釋

力不高的原因可能是因缺乏考慮了群體壓力的部分，因為本研究所測量的「簡則

式」思考是一種習慣，而非因外在因素而採用的資訊處理模式。因此，這種自然

而然以大眾意見為重的消費者，不會認為該失誤的決策是因被群體所壓迫所做，

故也較不會因該失誤決策感到失調。 

六、慣於「簡則式思考」的消費者會因「功能性」或「享樂性」消費情境的改變，

而在「購後失調」上產生顯著差異 

 本研究發現，慣用「簡則式思考」的消費者在面對「功能性」消費時，會使

「簡則式思考」對「購後失調」的關係由正向變為負向，由於此時的決策問題屬

性為理性消費，對平常愈習慣使用「簡則式思考」的人，由於意識到理性決策的

必要，會更加強其理性判斷因此降低了「購後失調」的程度。而反之慣用「簡則

式思考」的消費者在面對「享樂性」消費時，「簡則式思考」對「購後失調」的

關係維持正向，此時消費者面對的是體驗式的消費，慣用「簡則式思考」的消費

者自然而然的加強其使用參考週邊資訊的能力，所以當決策的結果不滿意時，消

費者會因當初沒做理性的思考，而產生較高的購後失調。 

七、「服務失誤類型」對購後失調有顯著影響 

 消費者在實際消費時面臨的情境非常複雜，而這也是過去學者在做購後失調

相關的研究時，傾向以實驗法來控制情境，以順利找出影響購後失調的重要因

素。在未加入服務失誤類型的模式裡，模式的解釋力非常的差，最主要的原因就

是消費者失調的購買情境裡的可能變異太多，因此必須加入某些變數或以實驗的

方式來有效控制變異，而本研究發現 Bitner (1990) 所提的服務失誤分類能有效

的解釋大部分的變異，增加模式的解釋力。而在服務失誤類型裡，消費者因對「核

心服務」不滿而造成的購後失調程度最高，而因「員工問題」造成的購後失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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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次之，最後因不能滿足「顧客要求」所造成的購後失調程度最低。這樣的失

調分佈結果跟 Hoffman（1995）的研究相符合，其中「核心服務」產生的失誤造

成的失調最高，主要是因為「核心失誤」乃是消費者進行消費時最主要，也是最

基本的目的，若是該目的無法得到基本的滿足，消費者容易產生相當高的購後失

調；而「顧客要求」不能獲得滿足所產生的購後失調最低，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消

費者認為該要求為附加於「核心服務」之外的，因此若該要求無法獲得滿足，消

費者也不會覺得非常不滿；而因「員工問題」產生的失調的情形取決於員工本身

行為或態度的異常性，因此變動的情形較大，平均下來通常置於「核心失誤」與

「顧客要求」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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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與貢獻 

   上一節整合了本研究的假設驗證成果作出結論，本節則從研究結果的發現

中，提出對實務的建議並歸納出可能的學術貢獻。 

一、對實務的建議 

1．進入新市場的應用 

   企業在進入新市場時，通常把心力放在預估市場的潛力與設計行銷方案來吸

引消費者進行首次購買，而少有餘力考量消費者決策過程後段的購後行為。忽略

考量購後行為的原因除了起初成本的考量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新市場消費

者購買公司產品的資訊。但本研究提供了一個初始的預測模式，企業主可在進入

一新市場時，透過二手資料來了解該國的文化傾向，以推估該國消費者簡則式思

考的程度，例如集體主義的國家由於互賴自我構念的消費者眾，因此該地消費者

較習慣於使用簡則式思考。此時可事先透過強調多功能性利益，來有效降低消費

者購後失調的程度，而不必在事後付出較多的成本來補償消費者。 

2．減少補償的次數與成本 

   過去的理論多注重在建議如何處理不滿意的顧客，例如 Bitner (1990) 就曾把

服務失誤的情況加以分類，並研究針對不同的失誤情況，應配置何種補償策略能

有效提昇經驗不滿意消費的消費者的滿意程度。但對消費者進行補償的成本既盎

貴又不一定有效，透過瞭解目標顧客的思考模式並且以此來改變其購買時的情

境，如強調功能性利益或增加享樂性情境，以有效降低補償的成本與提昇再購率。 

3．減少交易式消費產業的購後失調狀況 

   對某些交易型 (Transaction) 產業而言，即使企業想對購後失調的消費者進行

補償也無能為力，因為該產業中消費者與商品製造商的關係在進行一次消費之

後，即告完結。在此種狀況之下，企業很難捕捉消費者在購後滿意度的變化，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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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無法即時的對不滿意的消費者進行補償，因此若能透過事前對消費者的瞭解，

在廣告或通路中增加功能或享樂的訴求，以有效減低消費者的購後失調程度。 

4．台商在歐洲市場的發展 

   誠如研究目的所提及，歐洲市場的重要性日益重要，但實務上台商對歐洲市

場的研究卻乏善可陳，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海外研究的成本相常高昂。因此在短

期，希冀能透過本研究加強台商對挪威市場的瞭解，長期則引發學術界對歐洲市

場的研究興趣，以減少企業對歐洲市場的研究成本，並給予有用的資訊以利於台

商在歐洲市場的發展。 

二、對學術的貢獻 

1．國內碩士論文對歐洲市場的先行研究 

   本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期望開歐洲市場研究的風氣之先，回顧國內的碩士國

際化的程度已經愈來愈高，與國外學校交換學生的機會也日益漸增，如國內的政

大、中山、台大的研究生都有許多到歐、美交換的機會，但可惜的是至今尚未有

學生以交換的國家為主題進行第一手的研究，因此本研究首開以交換的國家挪威

為研究對象進行學術上的研究。 

2．思考模式與自我構念的關係 

   Trandis (1985) 的研究指出不同的文化會產生不同自我構念的人，而 Aaker 

(1997) 則指出不同的文化下的人具有不同傾向的思考模式，由此可知不同的文

化下會產生不同的自我構念與思考模式。而由本研究的結果得知，在單一的文化

體之下，自我構念與思考模式具有相關性。 

3．購後失調的測量 

   回顧過去學者在進行購後失調的研究時，大都選擇以實驗法來進行以減少外

部的困擾與變異，而使用調查法的 Sweeney, Hausknecht與 Soutar在 2001年才發

展出購後失調的問卷，但在 2003年實際量測時，仍必須控制在固定的情境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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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量測，例如 Sweeney, Hausknecht與 Soutar在選擇樣本上，針對剛購買完傢

俱與汽車零件的消費者進行量測，以控制失調的回憶效果與發生事件來有效減少

變異。但本研究透過開放式問題來有效刪除不具良好回憶效果的樣本，並透過對

失調的事件加以分類，形成一控制變數以有效減少變異，如此一來增加了調查法

操作上的彈性，並減少執行的困難度。 

4．購後失調因人的本質而異 

   Festinger (1954) 曾提及不同的人對相同事件會有不同的失調感受，但過去的

研究大都假設消費者的本質相同，但不同的外部性因素卻造成不同的購後失調程

度，因為幾乎沒有一個消費者在購買時，會遇到完全相同的購買情境。本研究的

結果顯示，消費者的本質與面臨的情境不同，都會造成購後失調的差異。在功能

性的消費下，慣於使用簡則式思考的消費者會比不常使用的消費者有較低的購後

失調；在享樂性的消費下，則是低簡則式思考習慣的消費者會有較高的購後失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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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後續發展 
本研究由於時空的限制，有許多尚待加強之處，以下則根據研究的結果與討

論，提出研究限制以及未來可能發展的研究方向。 

一、研究限制 
1．英語閱讀的限制 

雖然挪威將英語設為官方語言，而當地的消費者普遍的聽、說能力也都非常

好，但在進行實測時發現某些人對某些單字不熟悉，這樣會導致兩個可能的缺點，

第一為填答的速度變慢，讓受訪者感到不耐，而不認真填答，第二為有效的樣本

數主要為高知識群，而對代表性產生限制。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以挪威文來撰寫

問卷，但由於對挪威文不熟悉，而不得不以英文文卷為次要的選擇。 

2．分別以系統與簡則式思考探討購後失調程度的限制 

Chaiken (1989) 曾說明一個人會同時擁有系統與簡則式思考，因此系統式與簡

則式思考的關係並非如一線的兩端；有系統式思考則無簡則式思考。接著本研究

推論，簡則思考程度高時，則有高失調；而系統思考程度高時，則會產生低失調。

但這樣的推論並無法回答，系統、簡則雙高或雙低時的狀況。

 

高 
簡則式思考 

漸低 
高失調區 

2 1
低 高 

系統式思考 
漸
低

3 4

低失調區 

低 

圖 5-3-1  系統與簡則式思考對購後失調的關係圖 

此種整體同高或同低組合的情況雖然照常理並不應經常出現，亦非在本文最

初的研究範圍，僅就本研究的推論原則，可得如圖 5-3-1所示之組合，在假說二的

推論之中，象限 2與 4的購後失調狀況可被清楚的推導出來，但 1、3象限的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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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調狀況，則只能以一條對角線切開來說明，根據本研究的假說立論，則靠近第 2

象限的則為高失調區，靠近第 4象限的則為低失調區。 

3．時間與事件重要性對購後失調測量的影響 

時間與事件重要性為影響購後失調測量的兩個不確性因子。雖然 Sweeney, 

Hausknecht與 Soutar (2003) 的研究曾指出購後失調不會因時間經歷的長短而有重

大的改變，但時間太長的確可能造成消費者回憶該次失調經驗的困難。本研究雖

然以三個月為判斷依據，要求受訪者必須填答在三個月內發生的失調經驗，若超

過三個月則算無效問卷，但在詢問時發現消費者並無法準確判知該事件發生的時

間，而且當事件發生的時間較久遠時，受訪者甚至可能將兩個失調的事件融合為

一加以陳述。而事件的重要程度的高低既會影響受訪者的回憶能力，更會直接影

響失調分數的高低。但這兩個可能的變數在研究前皆沒有考量進去，而後又無法

回到挪威當地進行重測，因此無法有效降低測量時的變異，以增加模式的解釋能

力。 

4．判斷服務失誤類型的難處 
   本研究以閱讀受訪者在開放式問題中的答案，以造成該失調事件的原因對其加

以分類，但每位受訪者的填答內容的差異性大，而有時文字的不工整也造成分類

的困難，因此若能改以半開放式的問題，由受訪者自行歸類，將有效降低分類的

困難。 

5．本研究前後二架構的關連性 

   本研究的假說一試著探討自我構念與思考模式的關係，而假說二與三則是專注

在探討思考模式對購後失調影響。本研究原擬自進入新市場的廠商角度切入，發

展出一模式以從個人特質的不同，來探尋其購後失調程度的高低。而在文獻中，

本研究推論出思考模式與購後失調的關聯性，以及自我構念與思考模式的關聯

性，但自我構念與購後失調之間的關係並無法透過文獻的支持或經過嚴僅的推論

來推導假設。因此，最後只能以自我構念與思考模式的關係，以對購後失調做間

接性的推論。亦即，互賴傾向高的人由於通常具有高的啟發性思考，因此也較可

能有高的購後失調。 

二、未來發展方向 

1．不同購後失調構面對再購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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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eeney, Hausknecht與 Soutar (2000) 所發展的購後失調量表有三個不同的構

面，而本研究也只以三構面合而為一視為一總失調的構面，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當

Sweeney, Hausknecht與 Soutar在 2003年的後續研究中依不同的構面分數對失調的

消費者進行集群分析，發現三構面的相關程度相當高，被分成三群的消費者中三

構面分數大部分皆為同高或同低，也就是說高失調群的消費者三個構面的分數皆

高，低失調群的消費者三個構面的分數分皆低，唯一的差別在於中間失調的集群

裡，在購買智慧的失調分數將與高失調群的分數不相上下；而本研究之後也曾嘗

試著以不同的失調購面為應變數，來驗證系統、簡則思考對不同構面的影響，發

現系統性思考對三個構面的影響皆不顯著，而簡則思考則僅對三構面中的情感構

面顯著，對於另外兩個認知性構面仍然不顯著，可知簡則性思考所產生的購後失

調以情感性的失調為主，但由於學界還是傾向以討論購後失調的整體概念為主 

(Mattila, 2003)，因此本研究並不以不同的構念為應變數來探討。但是後續的研究

可依不同的構面為自變數，以研究例如是購買智慧還是其他構面對消費者的再購

率影響較大，而不同的構面失調又以何種補償策略較能有效的降低失調，增加再

購率，以瞭解這些構面間差異對再購率的影響。 

2．以台灣為樣本的相關研究 

   本研究以挪威消費者為樣本，以驗證假說與推論架構，但並沒有以台灣消費者

為樣本以驗證相關的假說，因此台灣的消費者的思考模式與自我構念是否相關，

而思考模式又是否是預測購後失調的有效變數，皆有待後續的研究者加以驗證與

探討。甚至更進一步的以跨文化的角度來探討台灣的消費者與挪威消費者之間自

我構念、思考模式以及購後失調之間的關係，是否因文化而產生差異。使台灣的

廠商對本地消費者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並體會當進軍國外市場時，應考量文化的

差異所產生的影響，以調整相關的行銷策略。 

3．思考模式與資訊處理間交互作用對購後失調的影響 

   思考模式是消費者的思考習慣，而資訊處理為消費者視情境的不同而選擇的思

考方式。而本研究中的調節變數「功能性」與「享樂性」消費價值，可能就是因

為有效的誘發消費者，在當下採取不同於原本思考習慣的資訊處理方式，因而使

購後失調的程度產生差異。但究竟是消費者習慣性的思考模式或是因情境而誘發

的資訊處理方式為主要決定消費者購後失調程度的主因，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