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一. 品牌形象一致對消費者態度之影響 

表 5-1  假設 1之驗證結果 

假設 說明 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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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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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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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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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成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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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成立 

 



當航空公司為功能性時，由表 5-1 發現，品牌形象一致只有對消費者

對主品牌的喜好程度差距有顯著的影響，其餘都沒有顯著影響，所以品牌

形象一致與否在航空公司為功能性時，對消費者態度並沒有太明顯的影

響。 

 

表 5-2  假設 2之驗證結果 

假設 說明 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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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對主品牌的的購買意願會高於符號性—功能性

的組合。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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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 

H2-3 在從事成分品牌化時，當組合為符號性—符號性時，

消費者對主品牌的的喜好差距會大於符號性—功能性

的組合。 

成立 

H2-4 在從事成分品牌化時，當組合為符號性—符號性時，

消費者對主品牌的的品牌信任差距差距會大於符號

性—功能性的組合。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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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5 在從事成分品牌化時，當組合為符號性—符號性時，

消費者對主品牌的的品牌愛好差距會大於符號性—功

能性的組合。 

成立 

 



當航空公司為符號性時，在品牌形象一致時，消費者在衡量態度的四

個構面（合作喜好、喜好差距、品牌信任差距和品牌愛好差距）顯著高於

品牌形象不一致時，，而此四個構面屬於態度成分中的認知（cognition）

和情感（affect）部分，表示當航空公司為符號性時，品牌形象一致會提高

消費者對成分品牌化後主品牌的認知和情感。 

綜合假設 1 和假設 2 可知，推動成分品牌化時，若主品牌和成分品牌

的品牌形象一致，消費者對主品牌的認知和情感部分會高於兩者品牌形象

不一致時。但在行為傾向，也就是購買意願上則沒有明顯的影響 

 

表 5-3  假設 3之驗證結果 

假設 說明 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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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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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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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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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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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 

 

 

假設 3主要衡量的是在品牌形象一致時，在哪一種組合方式下，消費

者對主品牌的態度較高，由表 5-3 可看出，當組合為符號性—符號性時，

消費者在喜好差距、品牌信任差距和品牌愛好差距上的態度分數較高。而

此三個構面屬於態度成分中的認知（cognition）和情感（affect）部分，表

示在航空公司推動成分品牌化，符號性—符號性的組合相較於功能性—功

能性組合，可有效提高消費者對主品牌—航空公司的感覺或印象。所以符

號性—符號性組合對消費者在認知和情感上有較大的影響，勝過功能性—

功能性組合。 

 

二. 品牌形象不一致對消費者態度影響之假設驗證 

表 5-4  假設 4之驗證結果 

假設 說明 驗證 

主品牌和成分品牌的品牌形象不一致時，當組合為主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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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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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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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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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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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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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成立 

 

 

由表 5-4 可看出，當航空公司和飯店品牌形象不一致時，若組合為符

號性—功能性，消費者對主品牌的態度在喜好差距和品牌信任差距方面會 

大於功能性—符號性組合，而此兩個構面屬於態度成分中的認知

（cognition）和情感（affect）部分，也就是說當航空公司推定成分品牌化

時，符號性—功能性組合比起功能性—符號性組合可提高消費者對主品牌

的認知和情感。 

 

 

 

 

 



三. 航空公司品牌形象和飯店品牌來源國對消費者態度的影響 

表 5-5  假設 5之驗證結果 

假設 說明 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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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品牌形象為功能

性和成分品牌為當地品牌組合 

部分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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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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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成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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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成立

 

 

由表 5-5 發現，當航空公司為功能性時，飯店若為國際品牌，則消費

者在部分的消費者態度構面上，對主品牌的態度會顯著高於飯店為當地品

牌，表示品牌來源國對消費者態度有一定的影響。不過當航空公司為符號

性時，飯店不論是國際品牌或當地品牌，對消費者對主品牌的態度都沒有

顯著的差異，也就是品牌來源國對消費者沒有明顯效果。 

H5-3 和 H5-4 部分，若飯店品牌來源國固定，則在推動成分品牌化時，



航空公司品牌形象為符號性時，消費者對主品牌的態度在部分構面上明顯

高於航空公司品牌形象為功能性。 

因此基本上由假設 5可知，品牌來源國對消費者態度還是有一定的影

響，消費者會偏好國際品牌；另外若飯店品牌來源國固定時，消費者會認

為航空公司品牌形象為符號性時，不論搭配何種飯店品牌來源國，對主品

牌的態度都會比較高。 

 

四. 航空公司品牌形象、飯店品牌形象和飯店品牌來源國的交叉效果 

 

表 5-6  假設 6之驗證結果 

假設 說明 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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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成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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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成立

 

由表 4-33 和 4-34 中可看出，航空公司品牌形象、飯店品牌形象和飯

店品牌來源國三者對消費者態度沒有顯著的交叉效果，再細看各分組平均

數時，只有部分的消費者態度構面（喜好差距和品牌愛好差距）出現 H6-1

和 H6-2 所述之情形。表示當主品牌為符號性時，在喜好差距和品牌愛好



差距方面出現符號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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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假設中所述消費者偏好品牌形象一致，且偏

愛國際品牌，若品牌形象不一致時，品牌來源國會影響消費者的態度；另

外當主品牌為功能性，只在喜好差距上出現功能性—國際品牌＞功能性—

當地品牌＞符號性—國際品牌＞符號性—當地品牌的情況，符合假設所敘

述的情形。。 

 

第二節 研究建議 

近年來航空業的競爭越驅激烈，各航空公司無不絞盡腦汁推出多樣化

的服務以吸引消費者上門，其中有多家航空公司都以改良創新的餐點服務

作為號召。而本研究主要探討航空公司在選擇合作對象作成分品牌化時，

哪些因素會對成分品牌化的好壞有重要性的影響，以下是根據本研究的結

論，所做出的建議： 

 

一. 當航空公司在選擇合作的飯店時，要以兩者品牌形象一致的為優

先考量，因為兩個品牌的合作一方面可能可以創造綜效，但另一

方面也有可能傷害到本身既有的形象，對航空公司來說當然希望

可以藉由飯店品牌來進一步提昇自己在消費者心中的地位。而且

消費者在選擇時也會評估兩個品牌是否適合，這些都會反映在消

費者之後對航空公司的態度上，例如：研究中發現，消費者在華

航和圓山大飯店的合作後，對華航的評價就有較明顯的提升，因

為消費者認為兩者的形象非常的契合。 

 

二. 研究中也發現，若航空公司品牌形象為符號性時，不論搭配何種

形象的飯店，消費者對航空公司的態度都較高，因為符號性的形



象本來就會給消費者一種尊貴的感受，不管合作對象為何，消費

者心中都還是存有此種印象。但是當航空公司品牌形象為功能性

時，就必須要慎選合作對象，因為功能性形象比較和特定的產品

屬性相關，若是和不同品牌形象合作，消費者可能認為兩種品牌

非常的不契合，反而影響消費者原先對航空公司的評價。 

 

 

三. 在品牌來源國形象方面，消費者對國際品牌有一定程度的偏好，

因此當航空公司和國際品牌的飯店合作時，消費者對航空公司的

態度就會提升。另外消費者也認為符號性品牌形象和國際品牌較

為契合，兩者都有象徵、尊貴的意義，不過對功能性的航空公司

來說，還是可以藉由和國際品牌的飯店合作，來進一步提高消費

者對其的愛好程度。總體而言，航空公司若是和國際品牌飯店合

作，對消費者有較大程度的吸引力，勝過和當地品牌飯店合作。 

 

四. 從研究結論中發現，航空公司透過成分品牌化的確可以有效的提

高消費者對其的態度，但主要影響的都是認知和情感的部分，對

消費者的購買意願並沒有顯著的影響存在，這表示機上餐點比較

是屬於航空公司印象分數的部分，實際影響消費者購買行為的關

鍵因素仍然是功能性的屬性，也就是飛航安全、路線普及性、班

機準時與否……等因素。所以航空公司首先還是要將基本飛航服

務做到完善，進而才可以利用成分品牌化這些行銷策略，創造差

異化的效果，以吸引消費者選擇該航空公司。 

 

五. 先前有關成分品牌化之研究，多半是以製造業為研究主體，例如：

Intel 的中央處理器和飲料中添加的代糖……等，本項研究則是特



別針對服務業作成分品牌化之探討。研究結果也證明航空公司可

利用成分品牌化來吸引消費者上門，因此對其他服務業中的公司

來說，成分品牌化也是一種有效的行銷手法，重要的是慎選合作

伙伴，才可達到提升消費者態度的目的。 

 

第三節 研究限制 

一. 本研究因為時間的限制，在成分品牌化的效果衡量上主要是以主

品牌—航空公司為主，並沒有衡量到對成分品牌的影響程度為

何，因此研究結果可能沒有辦法完全呈現出成分品牌化的效果。 

二. 樣本數過少，本研究是利用便利抽樣，每組的樣本數只有 30 份上

下，樣本代表性可能不足，因而影響到研究數據的顯著性。 

三. 本研究將品牌形象區分為符號性和功能性，但事實上品牌可能包

含有不只一種的形象，因此在問卷中要求受測者做出區分時可能

會面臨一些困難，進而影響後續研究的結果。 

 

 

第四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主要的研究主體為主品牌—航空公司，但事實上成分品牌也是

成分品牌化過程中的重要關鍵之一，到底在成分品牌化中，主品牌和成分

品牌何者從中獲利較大，是之後可以研究的方向。另外在本研究中挑選的

航空公司為華航和長榮，但由於華航近年來空難事件頻傳，消費者對其的

態度多屬不佳，因此也對本研究的數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所以在後續

研究中可以改用兩個評價較為相當的航空公司，以實際測驗出成分品牌化

的功用。此外研究中將品牌形象分為符號性和功能性兩種作操弄，但分別

代表兩種形象的品牌可能在等級上就存在差異，因而影響到研究結果，所



以建議後續研究者在選取品牌時，必須加以考量彼此之間原本的等級和評

價，如此可更準確的測出研究結果。 

本研究挑選的受測者為大專院校的學生，雖然現在學生出國次數不

低，接受的相關資訊也相當多，但畢竟只有少數是屬於頻繁搭機者，而航

空公司推動成分品牌化，對頻繁搭機者的態度又有多少程度的影響存在，

也是之後可進一步探討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