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品牌與品牌形象 

一. 品牌的定義 

美國行銷協會（AMA；1960）對品牌所做的定義為：「品牌是指一個名

稱（name）、用語（term）、標誌（sign）、符號（symbol）、設計（design）

或他們的合併使用；其目的是確認一個銷售者或一群銷售者的產品和服

務，並藉此和競爭者的產品與服務作區分。」另外根據 Farguhar（1989）

也有類似的定義：「品牌是一個名稱（name）、符號（symbol）、設計（design）

或標誌（mark），可以使產品不僅增加功能利益，也可增加功能以外的其

他價值。」 

而在 Styles 和 Ambler（1995）的研究中提出兩種方式去定義品牌。

第一是傳統的「產品附加」（product plus）定義，主要就是把品牌當成

是產品的添加物，基本上是把品牌和產品本身視為同等物。另一種是「整

體觀點」（holistic view），這個觀點著重在品牌本身，認為品牌不只是

包含產品，還是所有行銷組合要素的總和，例如價格、通路和促銷，在此

觀點下品牌的定義為：對消費者購買產品屬性組合的承諾，也是提供顧客

滿意的一種承諾。 

 

 

二. 品牌形象 

1. 品牌形象定義 

有許多研究都證實品牌形象對消費者在評估產品時非常重要，當消費

者對一項產品不瞭解時，會依賴其品牌名稱或形象來推斷產品品質



(Jacoby et al.，1971；Szybillo & Jacoby，1974)。根據分類理論

(categorization theory)，一般人對某項刺激的態度會直接影響到對此

分類的聯想態度（Read，1983；Sujan，1985），所以當消費者認為此品牌

具有正面形象時，自然對此產品有正面的態度。因此一般認為明確的品牌

形象可以讓消費者容易辨認記憶、推斷品質與降低購買風險。Kotler

（1997）就認為產品品牌可以傳達屬性、利益、價值、文化、個性、使用

者等 6種功能性意義給購買者。 

形象是一種依據記憶中對特定物品或事件所儲存經驗的象徵過程，形

象提供一種「心理意義的代表」（Paivio，1969），而品牌形象通常就是指

品牌聯想的一種綜合效果（Biel，1998），甚至更明確的說是代表消費者

對該品牌有形或無形聯想的認知（Engel，Blackwell & Miniard，1993），

Kapferer（1992）就說過顧客會根據品牌所傳達的訊息，加以理解、摘要

並解釋後在心中塑造該品牌的形象。 

根據金明吉（2000）針對 Dobni & Zinkhan（1995）的研究做出整理，

將有關品牌形象的學說歸納出以下重點： 

（1）綜合定義 

a. 品牌全部印象的總和 

b. 關於品牌的所有事務 

c. 消費者對於產品的知覺 

（2）重視象徵上的意義 

North（1988）認為商品被消費者當作品牌形象的象徵，消費者會將

個人以及社會的價值觀連結到產品上。而這些象徵可以透露出個人屬性、

目標或社會型態……等訊息。 

（3）對品牌含意和訊息的重視 

Durgee & Styart（1987）認為每一項產品或品牌都有一個特定的含

意，也就是指消費者眼中對產品的象徵性含意，而 Swartz（1983）則認為



在同一產品分類中，不同品牌間的功能差異非常小，訊息差異化的使用可

以使產品策略有效執行。 

（4）對於品牌人格化的重視 

品牌人格化主要有以下兩種觀點，一為將產品擬人化，認為品牌有自

我獨特人格和個性，另一為將消費者的個性或自我意識與產品或品牌結合

起來。 

（5）對消費者認知和心理要素的重視 

Reynold & Gutmann（1984）認為品牌形象是消費者記憶中所喚回對

該產品的意向，也就是將產品和情緒串連起來，所以品牌形象是產品屬

性、消費者使用經驗和個人表現的結合。 

在 Keller（1993）的研究中提出，品牌形象是由品牌聯想所構成，而

一個獨特、強烈且令人喜愛的品牌聯想會創造出一項正面的品牌形象，一

旦讓消費者感受到後，可以因此左右消費者的品牌選擇行為。不僅如此，

獨特且清晰的品牌形象可讓該品牌在消費者心中具有差異性的策略定

位，藉此提高消費者對其的偏好。。 

許多學者都認為品牌形象是品牌權益中極為重要的要素，Krishnan

（1996）和 Lassar 等（1995）的研究都發現一個品牌的形象和品牌權益

是具有正相關，另外 Kwon（1990）也同意具有正面形象的品牌較容易被消

費者所聯想。由此可知，品牌形象會直接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決策，因而有

可能進一步促成品牌權益的形成。 

 

2. 品牌形象的構面 

Park，Jaworski 和 MacInnis（1986）根據之前許多針對品牌形象的

研究，加以整理之後，發展出三種品牌概念形象： 

 

 



(1) 功能性（functional）品牌概念 

所謂功能性的需求是指消費者想找尋某項產品以解決問題，而功能型

品牌概念重點就在可解決消費者的問題，著重品牌的功能性表現，可解決

或滿足由外部產生的消費者需求。例如：電視機、電器……等。 

(2) 符號性（symbolic）品牌概念 

強調品牌能使消費者聯想到特定團體、身份或自我形象，滿足消費者

內部產生的需求，像社會地位、群體認同和個人風格，例如：珠寶、香水……

等。 

(3) 經驗性（experiential）品牌概念 

此種品牌提供消費者多樣性或感官娛樂……等認知上的刺激效果，可

滿足消費者內部產生的需求，例如：追求刺激、講究變化……等，並強調

品牌所帶來的經驗，像：電影、DIY 工具……等。 

另外 Biel（1992）也曾提出品牌形象是由三項要素所構成：產品形象、

企業形象和使用者形象，不過三者的比重會隨著產品類別不同而有所改

變，例如：萬寶路（Marbolo）企業本身的聲譽對形象影響不大，主要的

品牌形象要素為使用者形象。而此三項要素又是由兩種屬性所構成：功能

性屬性和柔性屬性，所謂的功能性屬性是指有形的，像價格、使用介面方

便與否以及每日販賣數量……等；而柔性屬性是無形的，例如：令人興奮、

快樂或創新的感受都屬此類。 

 

 

第二節 成分品牌化 

一. 成分品牌化的定義 

在現今競爭激烈的市場上，企業若想要存活或成長，必須付出更大的

努力，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尋求用品牌聯盟的方式增加企業的優勢，據研究



品牌聯盟的數量每年成長 40％（Spethmann & Benezra，1994），企業相信

透過品牌聯盟可以傳遞有關產品品質的訊息給消費者，藉此提高產品評

價、市佔率和價格。品牌聯盟（brand alliances）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

的品牌同時參與市場行銷活動（Guiltinan，1987），而品牌聯盟的形式有

以下幾種：共同品牌（co-branding）、組合產品（bundled-products）以

及成分品牌化（ingredient branding），其中近來越來越受到矚目，但少

有人深入研究的就是成分品牌。 

何謂「成分品牌化」？Norris（1992）認為成分品牌化是指利用投入

（input）的品牌來創造品牌權益，通常是透過促銷的方式；而 Desai 和

Keller（2002）則給予這樣的定義：一個品牌的關鍵屬性以成分的形式被

納入另一個品牌中，就稱之為成分品牌化。 

企業使用成分品牌化的基本動機是，希望以此成分的屬性來加強主品

牌（host brand）的差異性，使主品牌比競爭者更特別。透過成分品牌化，

主品牌可以傳達一個強烈的訊息，就是主品牌的產品將兩個品牌的優勢集

合在一起，並且將此合併的利益提供給消費者，而成分品牌化的作用大小

主要是決定在此成分重要與否（Desai & Keller，2002）。 

 

二. 成分品牌化的種類 

1. 共同品牌形式（cobranded ingredient branding strategy） 

共同品牌形式是指成分是由另一家企業所提供，也就是利用一個已存

在的品牌，或和其他公司有關的品牌要素來作促銷（Norris，1992），例

如：Intel 和 IBM 電腦的合作、Toyota 和 Goodyear 都是如此。雖然以共

同品牌形式，可以更提高主品牌的權益，並增加其競爭優勢，但伴隨而來

的問題也不少，如：所付出的金錢、聯盟企業在未來可能退出的風險性，

和在成分品牌化的過程中，喪失行銷策略的控制權。 



2. 自有品牌形式（self-branded ingredient branding strategy） 

相較於之前所提的共同品牌形式，所謂的自有品牌形式就是，主品牌

在行銷此成分時是用全新的名稱、商標和符號，而此新品牌是完全由母公

司擁有，因此最大的優點在主品牌對此成分的行銷策略有全部的決定權。

但因為是全新的品牌，對消費者而言相當陌生，所以此種方式的成分品牌

化對主品牌的助益較小，因為主品牌無法享受成分品牌的外溢效果

（spillover effect）（Desai & Keller，2002）。 

 

三. 成分品牌化的優點 

在 Norris（1992，1993）的研究中提出，推廣成分品牌化的過程中，

有許多單位都可受益，包括：成分品牌、主品牌、零售業者和最終消費者。

尤其對成分品牌和主品牌來說，還有外溢效果的存在（Simonin & Ruth，

1998），所以在此將以成分品牌和主品牌為主要探討對象，瞭解這兩者可

從成分品牌化的過程中得到什麼優勢。 

 

1.成分品牌 

(1) 較佳的利潤收益 

對成分品牌而言，會想要作成分品牌化最可能的原因為：使此成分相

較於競爭者產生非價格的差異性，藉由此行銷活動建立最終消費者對該品

牌的偏好度，一旦有效提升此偏好，可降低買者（通常是主品牌）所施加

的價格壓力。 

(2) 有訊息傳遞的效果 

據 Wernerfelt（1988）研究中指出，同時使用兩個品牌的名稱可以傳

達更多的品質保證訊息給消費者，尤其對品牌較弱勢的一方來說，可告訴

消費者，另一方願意以其聲譽為此聯盟作背書，如此可增加消費者對該品



牌的認同。 

(3) 和主品牌維持長期的合作關係 

假如主品牌和成分品牌在此行銷的過程中，獲得不錯的效果，成分品

牌成功受到消費者的接受，有效提高品牌知名度，日後主品牌若想改變供

應關係時，會考慮到成分品牌已建立的品牌權益，不會輕易選擇結束合作

關係。 

 

2. 主品牌 

(1) 產品促銷 

對主品牌而言，要自行進行新產品推廣，勢必要花費大量的時間與金

錢，若是能和已建立知名度的成分品牌合作，就較容易獲得消費者的注

意，並提高新產品的品牌知名度，更重要的是，新產品可享受成分品牌所

帶來的月暈效果（halo effect）。例如：麥當勞在促銷新產品—冰旋風時，

就和 M&M 合作，以提高產品知名度。 

(2) 獲得競爭優勢 

如同先前所述的訊息傳遞效果，主品牌藉由已被消費者認同的成分品

牌也可成功傳達其品質優良的訊息給消費者。尤其在現今競爭激烈的市場

上，消費者花在選購的時間大幅減少，另外過多的產品資訊也令其感到困

惑，此時成分品牌化的訊息傳遞作用就能增加主品牌的競爭優勢。 

(3) 獨家使用的特有性 

主品牌若是能獲得成分品牌的獨家使用，將可大大提升其市場地位，

透過先前所說的成分品牌化優點，再加上獨家的稀少性，會更吸引消費者

的注意。如在 1980 年代，Pepsi 就獨家使用熱門的代糖產品—NutraSweet

在其飲料事業中；另外只有在麥當勞可以喝到可口可樂，在其餘速食店中

都無法享受。 



四. 成分品牌化的缺點 

雖然由前所述可發現，利用成分品牌作行銷的好處不少，但現實中真

正使用成分品牌化的案例卻不廣泛，主要的原因在 Norris（1992）及

Park 、Jun 和 Shocker（1996）的研究中都曾提及成分品牌化的缺點，以

下將作簡單的整理。 

1. 促銷成本的花費 

成本花費可能是合作雙方最憂慮的問題，品牌要想在消費者心中建立

一定的知曉度，必須花費大量的金錢與時間，若合作的其中一方身處在價

格競爭的市場，可能無法忍受在短期內付出極大成本，成效卻不顯著的情

況，進而影響到合作關係。 

 

2. 喪失主控權 

喪失主控權應該是主品牌最擔憂的部分，若成分品牌已經具有相當高

的品牌權益，在授權主品牌使用時，必會施加一些使用限制以保護其品

牌，因為成分品牌也瞭解，在合作的過程中稍有不慎，會嚴重傷害其品牌

形象。而對主品牌來說，此舉會阻礙其推動行銷活動的範圍，因而喪失行

銷控制權。 

 

3. 混淆消費者 

此處的混淆有兩個方面，第一：兩個品牌在消費者心中的形象並不一

致時，例如：一個品牌定位在高價位，另一在平價，組合在一起反而使消

費者感到混淆，傷害兩者原本的形象。第二：若此成分品牌同時和好幾個

母品牌合作時，消費者會被混淆，因而感到此成分品牌化沒有特別之處，

失去其原有效用。 

 



第三節 來源國形象 

一. 來源國形象的定義 

何謂來源國形象呢？來源國形象是指消費者對特定國家產品的形象

（picture）、名聲（reputation）和刻板印象（stereotype），而此形象

可能是由該國的代表產品、國家特質、經濟、政治、歷史及傳統所共同塑

造而成（Nagashima，1970）。另外其他學者也有類似的定義，來源國形象

是消費者對特定國家生產產品品質的一般知覺（Bilkey ＆ Nes，1982），

而此知覺可能是針對特定產品（Walker，1974；Hafhill，1980）。一般來

說，來源國形象可分為兩種，一是消費者對特定國家的整體形象，另一是

消費者對個別產品的特定形象。 

 

二. 影響來源國形象的因素 

1. 刻板印象(stereotype)與偏見階層(hierarchy of bias) 

Reierson (1966)是最早提出有關「刻板印象」(stereotype)研究的

學者，在他的研究中發現，受測者普遍認為美國產品比起其他國家產品有

較佳的品質，而這樣的差異主要是來自於對不同國家的偏見，而非是針對

特定產品的意見。之後也有學者陸續驗證此項論點(Nagashima， 1970；

Gaedeke，1973；Bannister & Sauders，1978)，當有關產品的資訊不足

時，消費者會用其主觀的意識去評價衡量產品，而產品的來源國就是一項

重要的影響因素。 

之後 Schooler (1971)更提出了「偏見階層」(hierarchy of bias)

的概念，所謂的「偏見階層」是指，消費者會因為產品來源國的經濟發展

程度不同，而影響其對產品的評價。一般說來已開發國家所生產的產品較

受到消費者的青睞，例如：美國消費者認為美國及歐洲的產品比亞洲或拉

丁美洲的產品好。因此在 Schooler（1971）的研究中也提出本國偏見（home 



country bias）與外國偏見(foreign country bias)，本國偏見是指消費

者偏好本國生產的產品；而外國偏見是指消費者會因來源國的不同，影響

其對進口產品的評價。總括來說，已開發國家的消費者較存有本國偏見，

而開發中或未開發國家的消費者則多具有外國偏見，這在之後多位學者的

研究中也獲得進一步的驗證(Krishnakumar，1974；Iyer & Kalita，1997) 

而偏見階層不僅發生在消費品的衡量上，也影響工業品的購買行為，

White & Cundiff(1978)和 Chasin & Jaffe(1979)都發現來源國效應同樣

影響工業品的衡量，Crawford & Lamb(1981)的研究更進一步指出工業品

購買者也存有國家刻板印象，較願意購買來自於已開發國家的產品。 

 

2. 月暈效果(halo effect)與彙總效果(summary effect) 

在早期許多有關來源國形象的研究中，幾乎所有的研究發現都認為來

源國形象具有月暈效果，也就是消費者會用來源國效果來推論產品品質

（Erickson，Johansson & Chao，1984；Johansson，Douglas & Nonaka，

1985）。但這些研究發現卻有極大的限制，因為他們多假設消費者不熟悉

該特定國家的產品，若消費者對產品十分熟悉時，月暈效果是否還存在？

基於此項限制，Han（1989）提出另外一項效果—彙總效果（summary 

effect），當消費者對產品相當熟悉時，來源國形象會概括其對產品屬性

的信念，進而直接影響態度。以下將詳盡說明兩者差異。 

(1)月暈效果 

消費者會利用來源國形象去評估產品，主要是因為他們很難在購買前

確實的瞭解產品品質，Shapiro（1982）曾說過：品質的不確定性非常普

遍，而且是市場上一項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即使是我們經常使用的產品

或服務，也很難確實評估其品質好壞。因此消費者會利用一些外部因素來

推斷產品品質，過去有一些研究發現，當消費者對產品不熟悉，或缺乏相

關產品知識時，會用價格作為考慮因素（Jacoby，Olsen & Haddock，1971；



Monroe，1976），而來源國效果也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外部因素（Bilkey & 

Nes，1982；Thakor & Katsanis，1997）。 

所謂的月暈效果有兩種理論上的含意，第一：消費者會透過來源國形

象去推論產品品質。第二：來源國形象會影響消費者對產品屬性的評估，

也就是來源國形象會以月暈效果的形式直接影響消費者對產品屬性的信

念，再透過信念間接影響對產品的整體評價態度。（Erickson，Johansson 

& Chao，1984；Johansson，Douglas & Nonaka，1985） 

 

 

 

品牌態度

 
信念 來源國形象

 

圖 2-1  月暈效果模型 

資料來源：Han, Min C.（1989）, “Country Image: Halo or Summary 

Construct?”,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26(2), 222-29 

 

(2)彙總效果 

彙總概念是指，消費者會將資訊的個別要素重新整理、摘要並紀錄成

一個更高階的單位或主體，這使得消費者更容易從長期記憶中儲存或取回

所需資訊（Miller，1956；Simon，1974）。這個概念近似於 Weight（1975）

提出的情感指向程序（affect-referral process），此概念為消費者並不

會逐一檢視品牌的每一個屬性，而是從記憶中回想之前對該品牌所形成的

整體評價。 

Jacoby、Olsen 和 Haddock（1971）就曾經提出過品牌經驗的彙總效

果，相較於其他產品屬性，例如：價格，品牌有更強的彙總效果，消費者

會根據品牌推論產品品質。 

而來源國形象也和品牌一樣具有彙總效果，消費者會摘要一特定國家



產品的資訊，因為他們認為來自於同一國家的產品會擁有類似的屬性。彙

總效果同樣也有兩種含意，第一：消費者會將產品資訊摘要成為來源國形

象。第二：來源國形象直接影響品牌態度，而非如月暈效果般是間接影響。 

 

 

 

 

來源國形象 品牌態度

 
信念 

 

圖 2-2  彙總效果模型 

資料來源：Han, Min C.（1989）, “Country Image: Halo or Summary 

Construct?”,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26(2), 222-29 

 

3. 多重線索（multiple cues） 

早期有關來源國形象的研究，多使用單一線索模型，也就是當受測者

在評估產品時，來源國是唯一提供的資訊（Johansson ＆ Nebenzahl，

1985），但近年來學者普遍認為此舉會誇大來源國效應，造成研究偏差，

因此多改採多重線索的方式，就是在問卷中加入更多相關的產品資訊，結

果發現在多重線索模型下，來源國效應就變的較小（Ahmed et al.，1993；

Roth & Romeo，1992），因為多重線索的提供會稀釋掉單一線索的影響力。

這項結果也符合之前 Olsen & Jacoby（1972）所提出的內部線索和外部線

索的觀念，他們認為所謂的內部線索（產品相關特性，如：功能或設計）

比起外部線索（價格、品牌名稱……等）在品質衡量上有較大的影響力，

只有當內部線索不足時，消費者才會利用外部線索作為評估品質的重要依

據，而來源國形象就是外部線索之一，因此若消費者具有相當高的產品知

識，來源國效應就會相對減低。 

 



第四節 消費者態度 

一. 態度的定義 

Kotler（1994）將態度定義為個人對某些個體或觀念，存有一種持久

性的喜歡或不喜歡的認知評價、情緒感覺以及行動傾向。Rosenberg & 

Hovland（1960）曾提出態度的觀念架構，他們認為要瞭解廣告如何影響

訊息接收者的態度、信念與行為，就必須先瞭解態度的形成和改變的過

程。在該研究中指出，來自於外在的訊息刺激、情境等將首先會對態度造

成影響，之後才會進一步影響訊息接收者的認知、情感和行為。 

 

 

 

 

 

 

 

 

 

 

交感神經與情感

的語言表現 
認知反應與信念

的語言表現 
外顯行為與有關

行為的語言表現 

行為 認知 

態度 

情感 

刺激 

圖 2-3  態度概念圖 

資料來源：Rosenberg, M.J. & C.I. Hovland (1960), “Cognitive, 

Affective, and Behavior Components of Attitude,” in Attitude 

Organization and Change: An Analysis of Consistency among Attitude 

Components. Eds.M.J. Rosenberg et al.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二. 態度理論模型 

過去有許多理論模型用以解釋態度與行為間的關係，以下就較為重要

的態度理論作一簡單介紹。 

1. 三成分態度模型（Tricomponent attitude model） 

根據三成分態度模型，態度主要由三項因素所構成，分別為認知

（cognition）、情感（affect）和行為傾向（conation）。消費者對態度

標的物的所有經驗和資訊集合而成的知識與信念，就是認知因素。而情感

因素是指消費者對態度標的物所產生正面或負面的情緒與感覺。行為傾向

是指消費者對態度標的物，所可能產生特定行為傾向與可能性。此三者之

間是相互影響的。 

 

2. 多重屬性模型（Multiattribute attitude models） 

多重屬性模型認為態度的形成和產品的重要屬性有密切的關係，因此

利用此種模型來衡量態度，必須先找出產品的重要屬性，再去衡量這些屬

性對消費者態度的影響程度為何。以下的多屬性模型是根據 Fishbein 

Model（Ajzen & Fishbein，1975、1980），主要有三項模型： 

（1） 對物態度模式（The Attitude Toward Object Model） 

此簡單的模型是針對標的物，如產品、服務或品牌衡量其態度，並用

一簡單的數學式去計算消費者對標的物的態度（Fishbein，1963、1967），

Fishbein 認為態度主要來自於對標的物的特定屬性，和消費者對這些屬性

的評價。公式如下： 

Attitude0= b∑
=

n

i 1
iei 

ei：屬性 i的評分   

bi：某標的物第 i個屬性信念的強度 

 



（2） 對行為態度模式（The Attitude Toward Behavior Model） 

此模型是針對個人對於標的物的行為或是行動來衡量其態度，此模型

中包括屬性的評分以及行為中屬性信念強度的評分。公式如下： 

Attitude (beh)= b∑
=

n

i 1
iei 

ei：屬性 i的評分 

bi：某行為第 i個屬性信念的強度 

（3） 推理行動模式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Model） 

此模型包含認知因素、情感因素和行為傾向因素，本模型的基本架構

是最終的行為會受到意願（intention）的影響，而意願則會因行為的態

度（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以及主觀的標準（subjective norm）

而改變，主觀的標準又會受到規範信念（normative belief）以及順從動

機（motivation to comply）的影響。規範信念就是自己認為其他人對於

這樣行為應該怎麼作的看法，而順從動機則是可能會受到自己對這些人認

同程度的影響。 

舊有的 Fishbein 模型中，重視的是消費者對產品的態度，而修正的

模型中，強調其他人對行為的影響，而不只是單單考慮自己的偏好而已，

因此在模型中加入「消費者參考群體的期望」，較前兩項模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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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推理行動模式 

資料來源：Schiffman & Kanuk（1997）. Consumer Behavior. 6th 

 

 

3. 嘗試消費模型（Trying to consume model） 

此模型是以推理行動模式理論為基礎，再加以應用。此模型認為消費

者會依據試用成功、失敗、嘗試過程中的態度、試用的主觀標準和過去的

使用經驗而影響其嘗試意願，並以該意願和過去的經驗與最近的經驗再加

以影響最終的行為（Bagozzi & Warshaw，1990）。該模型將以上歸納為兩

項阻礙消費者嘗試購買的阻礙因素，一為個人阻礙因素（personal 

impediments），另一為環境阻礙因素（environment impediments）。 

 

4. 廣告態度 

Lutz（1985）認為廣告態度是在特定暴露情況下，對特定廣告刺激喜

好與否的傾向。Lutz、MacKenzie & Belch（1986）的研究中指出，應分

別以認知面和情感面來衡量廣告態度，因為認知可以測量消費者對於廣告



的瞭解與評價程度，情感面則是對廣告的喜好程度，經由此二構面來衡量

將比直接測定整體態度要好。Schiffman 和 Kanuk（2000）曾提出一套廣

告態度模式，在此模式下，消費者會對某一品牌或產品的廣告或促銷工

具，形成多重感受（feelings）和判斷（judgments），前者形成態度的情

感部分（affect），後者則形成認知部分（cognition），這些感受和判斷

會影響消費者對該品牌廣告的信念（beliefs）與態度（attitude），最終

影響消費者對該品牌的整體態度。 

 

5. 品牌態度 

Ajzen & Fishbein（1980）將品牌態度定義為「消費者對於特定品牌

的持續性偏好或討厭的傾向」，Bass & Talarzyk（1972）曾提出一數學模

式來計算消費者對品牌的態度價值，公式如下： 

 

Attitude0= W∑
=

n

i 1
iBi 

Wi：對屬性 i的權數 

Bi：對品牌 i屬性的信念或評分 

過去有不少研究顯示，產品或品牌的態度是預測購買行為的重要指

標，Neal（2000）就認為消費者在作購買決策時，通常都會使他們所知覺

到的品牌屬性利益最大化，並依照心中對品牌的偏好，作為品牌購買的參

考選擇，故品牌態度會直接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和購買行為。所以消費

者會依照其心中的評估準則對該品牌的屬性作一評價，進而形成品牌態

度，換言之，品牌態度可說是消費者對一特定品牌的好惡程度，因此透過

對消費者品牌態度的瞭解，就可較正確的預測其購買行為（Sengupya & 

Fitzismon，2000）。 

Keller（1997）的研究中指出，品牌態度是以對產品相關屬性



（product-related attributes）及非產品相關屬性（non-related 

attributes）的信念為基礎。對企業來說，若消費者的品牌態度是來自於

實際的行為經驗，將比消費者的品牌態度是受外界非直接資訊左右更容易

加以影響，並且藉由直接影響品牌態度來左右消費者的品牌選擇（Berger 

& Mitchell，1989）。 

 

三. 態度改變策略（Attitude-Change Strategy） 

改變消費者態度對行銷人員具有相當重要的策略性意義，對市場領導

者來言要繼續維持消費者的正向態度，而競爭者則要努力改變消費者對領

導者的態度，因此 Schiffman（2001）根據先前有關「態度」的研究，整

理出四種可運用的態度改變策略。以下將作簡單的介紹： 

（一）改變消費者的基本動機功能 

若想改變消費者對某品牌或產品的態度，可藉由強調某種特別需求來

達成，這種改變動機的方法稱為「功能取向」（functional approach）。

根據功能取向的分類，消費者態度含有四種主要功能： 

1. 效用功能（utilitarian function） 

有時消費者對某品牌形成的態度，是受到該品牌效用的影響，因此若

要改變消費者的態度，可以藉由舉出一項特別的產品利益，可能原為消費

者忽略或根本不知道的，以促使其形成正向態度。 

2. 自我防衛功能（ego-defensive function） 

大多數人都會想要保持自我形象，希望藉由使用該品牌給自己帶來安

全感和自信心，一般而言化妝品廣告多利用此種消費者心態，宣稱產品能

確保消費者的自我概念，增強與消費者的關連性，並促使其形成正向的品

牌態度。 

3. 價值表達功能（value-expressive function） 



一般而言態度會反映人的價值觀、生活形態，以及觀點或看法，因此

若想要影響消費者的態度，可藉由瞭解目標客戶的價值觀或生活形態，進

而在廣告或行銷活動中反應這些特徵，就可較有效的影響消費者態度。 

4. 知識功能（knowledge function） 

對部分涉入性較高的產品，消費者會花時間收集資訊，瞭解相關品牌

的差異，因此廠商要影響消費者就必須先滿足其知的渴望，藉由強調該品

牌超越競爭者的獨特優勢，改變消費者對該品牌的態度。 

 

（二）將產品與特別群體、事件或原因進行連結 

消費者對品牌的態度可能和特殊群體、社會事件或原因有關，例如：

有些品牌會在消費者購買時聲明，將在每筆消費金額中提撥固定比例，作

為社會公益之用，所以廠商可藉由和特別群體、事件或原因進行連結而改

變消費者的態度。 

 

（三）改變多重屬性態度模式的組成份 

1. 改變屬性相對評價 

如果可以依據產品屬性特質或利益，將一個產品類別予以區分，吸引

不同的區隔群眾，那廠商就有機會說服消費者「跨區嘗試」（cross over），

也就是說服偏好某一項產品的消費者，對另一種產品也形成偏好。 

2. 改變品牌信念 

第二種改變態度的認知取向策略，主要是改變消費者對品牌的信念或

知覺，這是廠商最常使用的廣告訴求方式，在廣告中提醒消費者該產品含

有較多的重要屬性，或是在重要屬性上表現較佳，藉此影響消費者對該品

牌的態度。 

3. 增添屬性 

第一種方式是提醒消費者之前被忽略的屬性，第二種是進行屬性改良



或技術創新，例如：多芬系列推出不含香料的新產品，希望藉此改變部分

不喜愛香料的消費者對多分的舊有觀念，進而採取消費行動。 

4. 改變品牌的整體評價 

最後一種方式是直接改變消費者對品牌的整體評價，而非嘗試增進或

改變對單一屬性的觀感，運用此種策略時，常以全面性、整體性的訴求方

式來影響消費者，例如：強調「這是銷售最好的品牌」，以表示此品牌的

優越性，遠勝過其他競爭者。 

 

（四）改變對競爭品牌的信念 

廠商希望藉由影響消費者對競爭品牌或競爭產品類別的屬性信念，進

而改變消費者的態度，但使用此策略時要特別小心，因為比較性廣告也匯

讓消費者接觸到競爭品牌，以及競爭品牌的主張。 

 

 

 

 

 

 

 

 

 

 

 

 

 

 



第五節 研究架構 

基於以上的文獻探討，可發現在品牌聯盟中，品牌形象一致與否和來

源國形象的確對消費者態度有所影響，為瞭解這些變數是如何影響消費者

態度，本研究發展出以下的研究架構，並加入五個共變數，避免研究結果

受到受測者背景不同的影響。在自變數方面的品牌形象，本研究中根據

Park、Jaworski 和 Maclnnis 所提出的三種品牌概念形象：功能性、符號

性和經驗性，從中選用功能性和符號性作為品牌形象的區別。另外消費者

態度的衡量，則是選用購買意願、喜好差距、品牌信任差距和品牌愛好差

距作為測量項目，在喜好差距、品牌信任差距和品牌愛好差距部分是衡量

消費者在成分品牌化前後對主品牌態度的改變，而購買意願和合作喜好則

是測量成分品牌化後，消費者對主品牌及成分品牌化的態度。 

本研究主要探討的方向為航空公司和飯店品牌形象的交叉效果，瞭解

兩者品牌形象以何種方式搭配時，對消費者態度會造成怎樣的影響。另外

若加入來源國形象此變數，航空公司品牌形象、飯店品牌形象和來源國形

象的交叉效果，對消費者的態度又會有什麼影響，也是本研究另一個探討

的方向。因此本研究的架構如下： 

 

 

 

 

 

 

 

 

圖 2-5  研究架構 

消費者態度 

成分品牌形象

（飯店） 

主品牌形象 
（航空公司）

來源國形象 
（飯店） 



第六節 研究假設 

一. 成分品牌化中，品牌形象一致與否對消費者態度的影響 

契合度（fit）過去一直是研究產品延伸或品牌延伸時的一個重要問

題，最早是在產品延伸中被提出，Fry（1967）和 Neuhaus & Taylor（1972）

的研究都曾經提過品牌主要競爭的功能的相似性、產品類別價格的相似性

或貨架安排的相似性都會影響消費者對家族品牌（family brand）的態度。

之後 Tauber（1988）研究過 276 個產品延伸後，提出一項結論—消費者對

產品延伸的知覺契合度(perceptual fit)是產品延伸成功與否的重要因

素。為何契合度這麼重要？主要原因是若是兩個產品在某些地方相契合，

將可以加強知覺品質的移轉（Aaker & Keller，1990）。 

契合度不只對產品或品牌延伸重要，在品牌聯盟中同樣扮演重要的角

色，兩個品牌的合作當然也有契合與否的問題，尤其是最重要的是會牽涉

到彼此的品牌形象（Varadarajan，1986；Young & Greyser，1983），因

為品牌形象是一種知覺，反應消費者過去對此品牌的一些聯想，所以當兩

品牌合作時，消費者在評估時，自然會出現某種特定的品牌聯想

（Broniarezyk & Alba，1994），若兩個品牌的形象不一致時，消費者就

會產生不當的聯想，而品牌形象和聯想的不一致，就會混淆消費者的判

斷，進而直接損害消費者對兩品牌合作的支持程度（Simonin & Ruth，

1998）。因此若是兩品牌的形象比較契合（fit）或有凝聚性（cohesive），

消費者對此聯盟自然有較高的評價。所以本研究的假設 1、2如下： 

 

H1：在從事成分品牌化時，當主品牌形象為功能性和成分品牌形象為功能 

性組合時，消費者對主品牌的態度會高於主品牌形象為功能性和成分

品牌形象為符號性的組合。 

 



H1-1：在從事成分品牌化時，當組合為功能性—功能性時，消費者對

主品牌的購買意願會高於組合為功能性—符號性。 

H1-2：在從事成分品牌化時，消費者對功能性—功能性組合的合作喜

好會高於功能性—符號性的組合。 

H1-3：在從事成分品牌化時，當組合為功能性—功能性時，消費者對

主品牌的喜好差距會大於組合為功能性—符號性。 

H1-4：在從事成分品牌化時，當組合為功能性—功能性時，消費者對

主品牌的品牌信任差距會大於組合為功能性—符號性。 

H1-5：在從事成分品牌化時，當組合為功能性—功能性時，消費者對

主品牌的品牌愛好差距差距會大於組合為功能性—符號性。 

  

H2：在從事成分品牌化時，當主品牌形象為符號性和成分品牌形象為符號 

性組合時，消費者對主品牌的態度會高於主品牌形象為符號性和成分 

品牌形象為功能性的組合。 

 

H2-1：在從事成分品牌化時，當組合為符號性—符號性時，消費者對

主品牌的購買意願會高於符號性—功能性的組合。 

H2-2：在從事成分品牌化時，消費者符號性—符號性組合的合作喜好

會高於符號性—功能性的組合。 

H2-3：在從事成分品牌化時，當組合為符號性—符號性時，消費者對

主品牌的喜好差距會大於符號性—功能性的組合。 

H2-4：在從事成分品牌化時，當組合為符號性—符號性時，消費者對

主品牌的品牌信任差距差距會大於符號性—功能性的組合。 

H2-5：在從事成分品牌化時，當組合為符號性—符號性時，消費者對

主品牌的品牌愛好差距會大於符號性—功能性的組合。 

 



另外根據 Park，Milberg & Lawson（1991）的研究中發現，在從事品

牌延伸時，若品牌形象一致，符號性品牌推出符號性形象的新產品，消費

者態度會高於功能性品牌推出功能性形象的新產品，因為消費者對符號性

形象多存有高級、尊貴的印象，兩種符號性形象的結合會加深消費者對該

產品的此種印象；而功能性形象多半是使消費者回想起個別產品類別的特

色，而非該特定產品的印象，所以兩種功能性形象結合未必能夠加深消費

者對其之印象與態度。因此本研究的假設 3如下： 

 

H3：在從事成分品牌化時，當主品牌形象為符號性和成分品牌形象為符號 

性組合時，消費者對主品牌的態度會高於主品牌形象為功能性和成分 

品牌形象為功能性的組合。 

H3-1：在從事成分品牌化時，當組合為符號性—符號性時，消費者對

主品牌的購買意願會高於功能性—功能性的組合。 

H3-2：在從事成分品牌化時，消費者對符號性—符號性組合的合作喜

好會高於功能性—功能性的組合。 

H3-3：在從事成分品牌化時，當組合為符號性—符號性時，消費者對

主品牌的喜好差距會大於功能性—功能性的組合。 

H3-4：在從事成分品牌化時，當組合為符號性—符號性時，消費者對

主品牌的品牌信任差距會大於功能性—功能性的組合。 

H3-5：在從事成分品牌化時，當組合為符號性—符號性時，消費者對

主品牌的品牌愛好差距會大於功能性—功能性的組合。 

  

 

二. 品牌形象不一致時對消費者態度的影響 

在過去許多學者的研究中都證實，品牌形象一致對品牌聯盟的確有顯



著的正面影響力存在，但卻少有人研究當品牌形象不一致時，何種組合方

式對品牌聯盟較好？如之前文獻探討所述，功能性的品牌給消費者的感覺

是著重在產品功能與屬性上，能夠滿足消費者使用的需要；而符號性的品

牌則給予消費者彰顯社會地位和個人風格的感受，但話雖如此，符號性的

品牌必定也有解決消費者問題的功能性存在，例如：賓士汽車呈現給消費

者尊貴的感覺，形象屬於符號性，但賓士汽車的性能屬性也是為使用者所

稱道，也就是說符號性的品牌其實是包含功能形象，再另外加上彰顯風格

的象徵意義。因此本研究認為，若主品牌為符號性，而含有一個功能性的

成分品牌時，消費者會認為此成分能增加主品牌的功能，甚至有提升品質

的功效；反之，若主品牌為功能性，而成份品牌是符號性時，消費者很難

將此象徵意義投射到主品牌上，他們並不會認為主品牌會因此而具有象徵

的意味。此概念就如同企業在進行品牌或產品延伸時，符號性的品牌推出

功能性的新產品，要比功能性的品牌推出符號性的新產品，較容易為消費

者接受（Park，Milberg & Lawson，1991）。所以本研究的假設 4如下： 

 

H4：主品牌和成分品牌的品牌形象不一致時，當組合為主品牌形象為符號 

性與成分品牌形象為功能性（符號性—功能性）時，消費者對主品牌 

的態度會高於主品牌形象為功能性而成分品牌形象為符號性的組合 

（功能性—符號性）。 

H4-1：主品牌和成分品牌的品牌形象不一致時，當組合為符號性—功 

能性，消費者對主品牌的購買意願會高於功能性—符號性的組 

合。 

H4-2：主品牌和成分品牌的品牌形象不一致時，當組合為符號性—功 

能性，消費者對兩者的合作喜好會高於功能性—符號性的組 

合。 

H4-3：主品牌和成分品牌的品牌形象不一致時，當組合為符號性—功 



能性，消費者對主品牌的喜好差距會大於功能性—符號性的組 

合。 

H4-4：主品牌和成分品牌的品牌形象不一致時，當組合為符號性—功 

能性，消費者對主品牌的品牌信任程度差距會大於功能性—符 

號性的組合。 

H4-5：主品牌和成分品牌的品牌形象不一致時，當組合為符號性—功 

能性，消費者對主品牌的品牌愛好程度差距會大於功能性—符 

號性的組合。 

 

三. 主品牌形象和成分品牌來源國對消費者態度的影響 

如同之前文獻探討所研究，來源國形象會對消費者態度有所影響，在

本研究當中，來源國形象是應用在成分品牌上。在台灣的飯店產業中，雖

然沒有飯店是屬於外商全權投資與經營，但有不少飯店是和國外著名的連

鎖集團合作，或是取得技術授權，進而以國外集團的商標作為飯店名稱，

例如：凱悅大飯店是由新加坡的豐隆集團出資，由國際凱悅飯店集團管

理；另外台北喜來登大飯店也是由國內的寒舍公司擁有，而由喜來登酒店

集團負責經營管理。而旅館所有者之所以會加入連鎖集團，主要是因為國

際集團擁有豐富的經營和相關管理經驗，可以帶給消費者更好的消費經

驗。所以對消費者來說，對由國外集團經營的旅館會有較高的評價，因此

當主品牌形象固定時，若成分品牌來源國為國際品牌，則消費者對主品牌

的態度會高於成分品牌為當地品牌。另外由於消費者認為國際品牌比較高

級及尊貴，和符號性的品牌形象有類似的概念，所以當主品牌為符號性而

成份品牌為國際品牌時，消費者對主品牌的態度會高於主品牌為功能性而

成份品牌為國際品牌。若成分品牌為當地品牌時，來源國效果就沒有國際

品牌來的顯著，對主品牌較缺乏加分效果，所以消費者還是會偏好主品牌



為符號性，因此本研究的假設 5為： 

 

H5：主品牌形象和成分品牌來源國有交叉效果，對消費者態度有顯著的影 

響。 

    H5-1：當組合為主品牌形象為功能性和成分品牌為國際品牌時，消費 

者對主品牌的態度，會高於主品牌形象為功能性和成分品牌為

當地品牌組合 

    H5-2：當組合為主品牌形象為符號性和成分品牌為國際品牌時，消費 

者對主品牌的態度，會高於主品牌形象為符號性和成分品牌為 

當地品牌組合。 

H5-3：當組合為主品牌形象為符號性和成分品牌為國際品牌時，消費 

者對主品牌的態度，會高於主品牌形象為功能性和成分品牌為 

國際品牌組合。 

H5-4：當組合為主品牌形象為符號性和成分品牌為當地品牌時，消費 

者對主品牌的態度，會高於主品牌形象為功能性和成分品牌為 

當地品牌組合。 

 

四. 主品牌形象、成分品牌形象和成分品牌來源國對消費者態度的影響 

本研究認為主品牌形象、成分品牌形象和成分品牌來源國三者對消費

者態度有交叉效果，因為如同先前所提，消費者對國際品牌多存有「高級」

的印象，而符號性的品牌形象也帶有「尊貴」的感受，若是結合在一起，

勢必可以加深消費者「象徵地位」的印象，且先前的假設中也認為消費者

對品牌形象一致會有較高的態度，因此當主品牌為符號性時，消費者對於

成分品牌為符號性的態度會高於成分品牌為功能性；若再加上品牌來源

國，因為消費者對國際品牌通常有較高的評價，所以若成分品牌形象相同



時，消費者對國際品牌的態度會高於當地品牌，因此三因子的影響效果就

如 H6-1 所述。另外當主品牌為功能性時，消費者也會有類似的態度產生，

對品牌形象一致的組合有較高的態度，所以對於成分品牌為功能性的態度

會高於成分品牌為符號性，在品牌來源國方面，雖然功能性和國際品牌的

契合度不高，但依據消費者對國際品牌的偏愛，所以當主品牌為功能性

時，三因子的影響效果就如 H6-2 所述。因此本研究的假設 6如下： 

 

H6：主品牌形象、成分品牌形象和成分品牌來源國對消費者態度有交叉效 

果。 

H6-1：當主品牌為符號性時，消費者對主品牌的態度依序為下列成分 

品牌和品牌來源國的組合：  

符號性—國際品牌＞符號性—當地品牌＞功能性—國際品牌 

＞功能性—當地品牌 

H6-2：當主品牌為功能性時，消費者對主品牌的態度依序為下列成分 

品牌和品牌來源國的組合：  

功能性—國際品牌＞功能性—當地品牌＞符號性—國際品牌 

＞符號性—當地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