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假設 

 

第一節 研究架構 

 

行銷溝通策略在影響消費者購買決策的過程中佔相當重要的地位，從先前的

實證研究指出行銷溝通活動對新產品績效的表現有顯著的影響（Cooper and 

Kleinschmidt, 1994；Song and Parry, 1994），其中溝通訊息對減緩消費者對新科技

的疑慮更形重要（Lee and O’Connor, 2003），因此本研究主要在探討高科技產業

新產品上市時的行銷溝通訊息策略對新產品上市的績效表現，其中自變數為訊息

策略，包含資訊性與情境轉換性訊息、推敲性與關係性訊息等兩項變數；應變數

為績效表現，由於消費者在接收訊息之後到執行購買的動作仍會受到其他因素的

影響，因此本研究藉由探討溝通及銷售績效以求研究之完整性，績效表現包含溝

通績效以及銷售績效；而訊息策略對績效之影響會受到訊息本身的特性以及行銷

溝通的整合程度所左右，因此將訊息一致性、訊息清晰度以及行銷溝通的整合程

度列為調節變數，研究架構如圖3-1所示，整體而言，本研究架構包含廠商訊息

策略的選擇（What），說明高科技廠商所採行之主要訊息策略，以及在釋放行銷

溝通訊息時的執行方式（How），因而使研究架構更具完整性： 



 

圖3-1  研究架構 

 

 

一、行銷溝通之訊息策略 

    本研究以兩個面向討論訊息策略，分別是資訊性與轉換性訊息策略、推敲性

與關係性訊息策略。「資訊性訊息」係指以清楚並合邏輯的方式陳述實際資訊及

產品相關資料，使消費者在接收訊息後有信心購買該品牌之產品，也就是藉由提

供有意義的事實描述而吸引消費者（Puto and Wells, 1984）；「轉換式訊息」則是

傳達使用該產品之經驗與所伴隨之心理層面意義，換言之，是藉由情感面的因素

來感動消費者，但若未曾接收該情感性訊息便不會有這樣的經驗與心理想法出現

（Puto and Wells, 1984）。「推敲性溝通策略」則是指專注於該產品本身、產品屬

性及效益延伸的訊息；「關係性訊息」則是藉由強調該產品與母品牌的關聯，借

重既存品牌的知名度以達到品牌順利延伸的訊息類型（Bridges, Keller and Sood, 

1990）。 

 

 

訊息策略 

 

˙資訊性/轉換性訊息 

˙推敲性/關係性訊息 

溝通執行 

 

˙訊息清晰度 

˙訊息一致性 

˙行銷溝通整合程度

績效 

 

˙溝通績效 

˙銷售績效 



二、行銷溝通訊息策略之績效 

關於新產品的績效的衡量，本研究分為溝通績效與銷售績效，溝通效果是衡

量訊息被接受及造成態度、行為改變的程度。雖然各家學者對溝通層級的分類有

些許不同，但大致可分為三階段，分別是認知學習、情感態度和意欲行動等三階

段，也因如此，溝通效果衡量指標包含對溝通的態度、對品牌的態度、對溝通訊

息的注意力、對溝通訊息的理解度、對溝通訊息的記憶度與購買產品意願等（陳

佩珊, 2001）。銷售績效則包含市佔率、新產品利潤目標達成度、銷售目標達成度、

獲利滿意程度、投資回收期限、相對於最近其他產品的獲利能力或銷售力程度

（Cooper and Kleincshmidt, 1987）。 

 

三、行銷溝通之執行 

1. 訊息清晰度 

訊息清晰度是指訊息明確清楚的程度，明確的訊息使訊息接收者易於對訊息

有單一及一致的解讀（Daft and Macintosh, 1981），可使訊息接收者快速且準確的

對其所接收的訊息解釋並作出反應（Jervis, 1970），當訊息接收者處理訊息的品質

提升，將會使訊息接收者對該訊息的反應與訊息發送者的預期趨於一致（Gatignon 

and Robertson, 1991），因此能夠有較明確的回饋及貢獻。而不明確或模糊的訊息

容易使訊息接收者感到混淆，而產生誤解的現象，如此，訊息發送者所欲表達的

意思便無法清楚的被訊息接收者了解，使發訊者與接收者無法達到共識，進而造

成訊息的無效。 

 

2. 訊息一致性 

訊息一致性是指公司針對相同產品在不同的溝通活動中，其釋放訊息的內容

是否相似或一致（Lilly and Walters, 1997）。而訊息若具一致性，將使訊息接收者

充分接收並吸收訊息，對產品的認識或感受也較容易提升，而產生一致的概念，

可提升目標閱聽者的接受度以及對該訊息的詮釋程度（Heil and Robertson, 1991；



Howell and Burnett, 1978），此外訊息維持一致性亦可以加強信任以及減少矛盾訊

息，如此將可建立長久的品牌關係（Duncan and Moriarty, 1999）。如果針對同一個

產品的上市活動中，每一次所釋放的訊息都不同或有很大差異，將使訊息接收者

感到無所適從，無法凝聚並產生一致的概念，如此將無法提升訊息接收者的接受

度，而不利於溝通績效或銷售績效的提升，甚至可能會產生非預期之負面反應，

進而影響公司在其他行銷溝通的做法，因此訊息的整合，使其具一致性對企業而

言是重要的（Thorson and Moore, 1999）。 

 

3. 行銷溝通整合程度 

整合性行銷溝通是指將所有產品與服務有關的訊息來源加以管理的過程，使

顧客與潛在消費者接觸統合的資訊，並且產生購買行為，維持消費者忠誠度

（Schultz,1993）；另有學者從不同觀點定義整合性行銷溝通，認為整合性行銷溝

通是一種整體規劃行銷溝通的觀念，溝通計畫結合各種溝通工具並釋出清晰、一

致的訊息，達到最佳的溝通效果，強調溝通工具與訊息策略性思考與整合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Advertising Agencies, 1989；Caywood, 1997； Sirgy, 1998）。

綜合各家學者觀點，整合行銷溝通是將各種行銷溝通工具，諸如：廣告、人員銷

售、公共關係、直接行銷⋯等，作策略性的整合，並針對特定目標釋放一致性的

訊息以避免衝突及減少資源的浪費，達到溝通綜效之產生。行銷溝通整合程度愈

高，將有利於訊息接收者接收並解讀訊息，此外，亦有利於公司上市活動的推廣

與增加消費者對公司及其品牌或產品的認知度與熟悉度，雖然不同產業所使用的

行銷溝通工具有所不同，且訊息內容所強調的方向也有所差異，例如：對工業品

而言，產品推廣策略會專注於使用銷售力、直接行銷、公共關係等行銷溝通方式，

而對消費性商品的推廣策略而言，會著重於使用大眾廣告的方式（Hultink, Hart, 

Robben and Griffin, 2000），但對大部分產業而言，其行銷溝通活動愈來愈講求行

銷溝通工具的整合與訊息的一致性，希望透過行銷溝通工具的整合以創造綜效，

並提高各上市活動溝通訊息的一致性，使訊息接收者更容易體會訊息發送者的溝



通內容與目的。因此，實務上高科技產業雖然使用的行銷溝通工具主要以商展、

其他展覽活動、發表會等方式傳遞溝通訊息，異於消費性日用品產業主要以電視

廣告傳遞溝通訊息，但仍藉由整合不同行銷溝通工具傳遞一致性的訊息，使公司

的宣傳活動達最高的效益。 

 

 

 

 

 

 

 

 

 

 

 

 

 

 

 

 

 

 

 

 

 

 



第二節 新產品上市訊息策略與績效 

 

根據以往的研究指出，消費品產業的新產品上市訊息策略主要採取感性訊

息，而對工業品的產業而言，主要是以理性訊息訊息為主，例如：消費者會因為

產品的品牌或該產品所散發出來的象徵意義而對該品牌或產品產生喜好，進而購

買該品牌的產品，因此對於消費日用品產業新產品上市時，一般會採用情境轉換

的方式釋出感性面訊息。而本研究主要針對高科技產業新產品上市之行銷溝通策

略，由於目前高科技產業所製造的產品分為工業用品與消費性電子商品，工業用

品主要的消費者為其他廠商，是以廠商對廠商的方式銷售，而消費性電子商品則

是以消費大眾為終端使用者，且該產品即為終端產品，因此屬於廠商對消費大眾

的部分，由於科技產業涉及此兩種銷售模式，因此科技產業的行銷其實相當複

雜，有些著重與其他廠商間的溝通，而另有一些則著重與消費大眾溝通，這兩種

模式便存在著相當大的不同，本研究希望從不同的角度探究高科技產業新產品上

市的溝通策略，是否因科技產業本身所具備的獨特性而有顯著的差異。 

 

本研究將新產品上市之訊息策略分別以兩種不同構面探討在高科技產業

中，使用不同型態的訊息對溝通及銷售績效的影響，此兩個變數分別是資訊性/

轉換性訊息、推敲性/關係性訊息： 

 

1. 資訊性/轉換性訊息 

根據推敲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of Persuasion），說服的途徑

可分為「中央路徑（Central Route）」與「週邊路徑（Peripheral Route）」兩種（Petty 

and Cacioppo, 1981）：中央路徑是指個人具有高度的動機與能力，並對有關支持該

論點的理由與資訊，做仔細的考量之後，進而肯定該論點，在「中央路徑」之下，

個人會深入並廣泛的了解該訊息所闡述的內容，若訊息的論點是中肯且具說服性

的，則訊息接收者將會衍生更多有利於該主題的想法，但若訊息論點不可信或不



具說服力，則可能導致反效果；「週邊路徑」是指個人不具有動機或能力，導致

無法或不願對訊息論點作深入的思考與了解，而是受到說服情境下之一些簡單、

週邊線索的影響，進而做推論並肯定該論點，在週邊路徑之下，訊息接收者不會

做主動的思考，並且不會注意訊息內容的說服性，而是以能產生推論的訊息線索

幫助態度的形成。訊息接收者會採行何種路徑端視其處理資訊的動機及能力，其

中影響訊息接收者動機的因素包含涉入程度與認知需求，而影響能力的因素為產

品知識（Petty and Cacioppo, 1981），當消費者產品涉入程度與認知需求高，並且

具備足夠的產品知識，則會採行中央路徑處理訊息；反之則採週邊路徑。 

 

本研究建構在推敲可能模型之下，依行銷溝通訊息內容將訊息分為資訊性

訊息以及情境轉換式訊息。資訊性訊息是以清楚並合邏輯的方式陳述實際資訊及

產品相關資料，使消費者在接收訊息後有信心購買該品牌之產品，也就是藉由提

供有意義的事實描述而吸引消費者（Puto and Wells, 1984）。資訊性訊息主要是闡

述實際產品資訊，舉凡反映產品的功能性、實用性與具體利益等的產品訊息皆屬

於資訊性訊息，這些都是偏向理性面的訊息，使用理性訴求以結合推敲可能模型

中央路徑的說服過程。轉換性訊息是傳達使用該產品之經驗與所伴隨之心理層面

意義，換言之，是藉由情感面的因素來感動消費者（Puto and Wells, 1984），例如：

描述產品的象徵性、心理性等抽象之訊息等皆屬之，是偏向於感性面的訊息，以

感性面的訴求連結連結推敲可能模型的周圍路徑。而根據以往的研究指出，訊息

接收者會採行中央路徑處理資訊性訊息，採行周圍路徑處理情境轉換式訊息（Lee 

and O’Connor, 2003）。 

 

由於高科技產業主要以生產工業產品佔較大比例，且主要顧客也以廠商為

主，因此對於訊息的釋放類型或方式則與消費品有所差異，研究指出，使用理性

的訊息對具產品知識或分析能力的人比產品知識與分析能力較低的人有較大的

效果，但若消費者缺乏產品知識，則會使其沒有能力處理資訊性訊息（Alba and 



Marmorstein, 1987；Petty and Cacioppo, 1981；Hovland and Janis, 1953），在這種情形

下，使用周圍路徑的情境轉換式訊息較易喚起消費者的正向感覺，也較有效（Lee 

and O’Connor, 2003），這是因為對專家而言，有能力依其所具備的產品知識判斷

資訊性訊息，而對初學者而言，則會使用感覺的方式解讀訊息（Chi, M. and 

Feltovich, 1981）。本研究假設：高科技廠商在釋放新產品上市之訊息時會傾向使

用資訊性訊息，因為產品使用者具備產品的專業知識，重視的是產品本身的資

訊，非其他非關產品的資訊，因而使消費者的思考方式採取中央路徑的模式，而

使用資訊性訊息會使溝通績效與銷售績效有較好的表現。 

假設1A：高科技廠商使用資訊性訊息比使用轉換性訊息有較高的溝通績效。 

假設1B：高科技廠商使用資訊性訊息比使用轉換性訊息有較高的銷售績效。 

 

2. 推敲性/關係性訊息 

科技產品上市戰術（Tactics）的執行是依據上市的目標而決定，而該目標是

取決於該新科技的狀態而定，當新產品所應用的科技相當新穎，且市場對該新科

技的認識程度很低時，其行銷的戰術會著重於傳達新科技所帶來的利益，而較少

提到品牌或公司名稱，但若該科技已被市場所了解，則上市的目標會較著重品牌

的建立以及競爭優勢的建立（Beard and Easingwood, 1996）。過去而言，品牌的打

造在消費性產品行銷上雖然比工業產品的行銷重要，近年的研究指出其對工業品

的行銷亦佔重要的地位（Ryder, 1994；Shipley and Howard, 1993），但對科技廠商

而言，其打造的品牌名稱主要是以公司名稱或家族品牌的方式，相較於消費產品

主要採個別的品牌名稱有所不同（Hultink, Hart, Robben and Griffin, 2000）。 

關於品牌延伸訊息策略分為推敲性溝通策略與關係性溝通策略，推敲性訊息

是強調產品本身屬性或效益延伸的訊息，而非強調產品與母品牌的關係；關係性

訊息則是藉由強調該產品與母品牌的關聯，借重既存品牌的知名度以達到品牌順

利延伸的訊息類型（Bridges, Keller and Sood, 1990）。不同型態的產業有不同的品

牌延伸溝通策略，以消費性產品而言，主要採取多品牌策略（Hultink, Hart, Robben 



and Griffin, 2000），除了母品牌，同一品類有多個不同品牌；而科技公司品牌延伸

溝通訊息策略則以使用母品牌或公司品牌的方式延伸品牌（Hultink, Hart, Robben 

and Griffin, 2000）。此外，對高科技廠商而言，由於產品複雜度較高且技術變動快

速，產品生命週期較短，若針對每一產品都採用推敲性訊息進行品牌的延伸，將

使訊息過於複雜，加上若消費者的產品知識不足，過於複雜的產品訊息將使消費

者更無法理解，反而不利於消費者對該產品或該公司建立清楚的定位，因此本研

究假設，對高科技廠商而言，由於產品本身的複雜度與變動性高，消費者將更重

視有良好品牌為其產品擔保，另外，對科技廠商而言，其品牌名稱主要是以公司

名稱或家族品牌為主（Ryder, 1994；Shipley and Howard, 1993），因此假設使用關

係性訊息進行品牌延伸會有較高的績效。 

 

 

假設 2A：高科技廠商使用關係性品牌延伸訊息策略比使用推敲性品牌延伸訊息

策略有較高的溝通績效。 

假設 2B：高科技廠商使用關係性品牌延伸訊息策略比使用推敲性品牌延伸訊息

策略有較高的銷售績效。 

 

 

 

 

 

 

 

 

 

 



第三節 行銷溝通執行之調節效果 

 

另外，由於明確的訊息能使訊息接收者易於對訊息有單一及一致的解讀

（Daft and Macintosh, 1981），可使訊息接收者快速且準確的對其所接收的訊息解

釋並作出反應（Jervis, 1970），對科技產品而言，由於產品複雜度較高，加上市場

與技術充滿不確定性，以及競爭變動性高，使各家廠商積極投入研發並推出新產

品，如此，不清楚的訊息容易使訊息接收者對該訊息產生錯誤的解讀，而難以理

解廠商所要消費者了解的資訊，若訊息不清楚，則訊息接收者將無法清楚區分該

產品與其他競爭廠商之產品有何不同，或無法區分廠商所要傳達的訴求有何差

異，如此將不利消費者對訊息的正確解讀而無法達到廠商的目的，因此本研究假

設若每一次釋放的訊息愈明確，則會使該訊息策略對溝通績效與銷售績效有更大

的影響。 

 

訊息若具一致性，將使訊息接收者充分接收並吸收訊息，對產品的認識或感

受也較容易提升，而產生一致的概念，可提升目標閱聽者的接受度以及對該訊息

的詮釋程度（Heil and Robertson, 1991；Howell and Burnett, 1978），科技產業的環境

競爭激烈，市場與技術之不確定性高，加上產品生命週期短與複雜度高，若釋放

的訊息不一致，將使消費者無法在短時間內對產品形成一致的概念與想法，如此

消費者無法對該產品給予一個明確的定位使之與其他產品做有效區分，因而減弱

訊息策略的效果，因此本研究假設，若每一次釋放的訊息具一致性，則會使該訊

息策略對溝通績效與銷售績效有更大的影響。 

 

整合行銷溝通是將各種行銷溝通工具作策略性的整合，並針對特定目標釋放

一致性的訊息以避免衝突及減少資源的浪費，達到溝通綜效之產生。若科技產業

釋放訊息時，能將所有的行銷計畫做策略性的規劃並整合所使用的行銷溝通工

具，以及整合訊息使各種溝通工具都釋出一致的訊息，不僅能使消費者在有整體



規劃下的行銷活動中接收訊息，更使消費者能接收一致的訊息，有助於消費者在

面對複雜的科技時仍能產生對產品的一致解讀，並有助於解決科技產業三特性所

帶來的問題，使訊息策略能有較好的效果，因此假設行銷溝通整合程度若愈高則

會增強訊息策略對績效的影響程度。 

假設 3A：高科技廠商使用資訊性訊息對溝通績效之影響會隨訊息清晰度愈高而

增高。 

假設 3B：高科技廠商使用資訊性訊息對銷售績效之影響會隨訊息清晰度愈高而

增高。 

 

假設3C：高科技廠商使用資訊性訊息對溝通績效之影響會隨訊息愈一致而增高。 

假設3D：高科技廠商使用資訊性訊息對銷售績效之影響會隨訊息愈一致而增高。 

 

假設 3E：高科技廠商使用資訊性訊息對溝通績效之影響會隨行銷溝通整合程度

愈高而增高。 

假設 3F：高科技廠商使用資訊性訊息對銷售績效之影響，會隨行銷溝通整合程

度愈高而增高。 

 

假設 4A：高科技廠商使用關係性訊息對溝通績效之影響會隨訊息清晰度愈高而

增高。。 

假設 4B：高科技廠商使用關係性訊息對銷售績效之影響會隨訊息清晰度愈高而

增高。。 

 

假設4C：高科技廠商使用關係性訊息對溝通績效之影響會隨訊息愈一致而增高。 

假設4D：高科技廠商使用關係性訊息對銷售績效之影響會隨訊息愈一致而增高。 

 

 



假設 4E：高科技廠商使用關係性訊息對溝通績效之影響會隨行銷溝通整合程度

愈高而增高。 

假設 4F：高科技廠商使用關係性訊息對銷售績效之影響，會隨行銷溝通整合程

度愈高而增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