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台灣高科技產業廠商的行銷行為，而研究方法採量化

（Quantitative）分析，以郵寄問卷的方式取得研究所需之資料，希望藉由問卷的

分析了解目前國內科技廠商對於訊息策略的運用是否有因為產業特性的不同而

存在特定之訊息模式，以驗證經由文獻探討所衍生的研究假設。 

 

 

第二節 抽樣 

 

本研究主要探討台灣地區之高科技廠商新產品上市所採取之行銷溝通訊息

策略及其績效，因此問卷受測對象的選擇主要以台灣地區高科技廠商為主，而樣

本的取得主要依照歷屆精品獎參賽廠商以及 2003 年天下一千大製造廠商為抽樣

架構，由於精品獎參賽廠商與天下一千大製造廠商涵蓋各產業，而本研究著重於

探討高科技產業新產品上市之行銷溝通訊息策略的運用，因此先行排除非科技業

之廠商，在排除不適用之廠商後，尚有530家廠商，本研究以這些廠商為問卷發

放對象。 

 

 

 

 

 

 



第三節 問卷設計 

 

本研究在發放正式問卷前先進行一次前測，前測問卷內容分為「產品與品

牌」、「產業狀況」、「上市活動」、「績效」與「個人資料」等五大部分，並要求受

測者依據最近一次新產品上市的經驗回答問題，問卷主要衡量的變數包含「資訊

性與轉換式訊息」、「推敲性與關係性訊息」、「訊息一致性」、「訊息清晰度」、「行

銷溝通整合程度」與「績效衡量」等，衡量方式採取李克特尺度量表（Likert Scale），

使用7個尺度衡量，其中「1」代表非常不同意，而「7」代表非常同意。並針對

前測問卷進行因素分析，其中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大於0.5則保留，小

於 0.5 則刪除該不合宜的變數衡量方式（Hair, JR., Anderson, Tatham, and Black, 

1984）：在「資訊性與轉換式訊息」變數方面，刪除3個衡量方式，剩下19個衡

量方式；在「推敲性與關係性訊息」變數方面，刪除2 個衡量方式，剩下11 個

衡量方式；在「行銷溝通整合程度」變數方面，刪除1個衡量方式，剩下6個衡

量方式；而在「訊息一致性」、「訊息清晰度」、「績效衡量」方面則全部適用。依

照前測結果修正前測問卷即為本研究使用之正式問卷，正式問卷的架構、變數及

衡量尺度與前測問卷相同，相異之處在於排除前測問卷中不適宜之衡量方式。 

 

 

 

 

 

 

 

 

 

 



第四節 變數定義與衡量 

 

本研究主要衡量的變數包含「資訊性與轉換式訊息」、「推敲性與關係性訊息」

等自變數，與「訊息一致性」、「訊息清晰度」、「行銷溝通整合程度」等調節變數，

以及應變數「溝通與銷售績效衡量」，另外科技產業三特性：「市場不確定性」、「技

術不確定性」、「競爭變動性」則列為控制變數。以下分別說明： 

 

一、新產品上市行銷溝通訊息策略之衡量 

本研究新產品上市行銷溝通訊息策略分為「資訊性與轉換式訊息」、「推敲性

與關係性訊息」等兩類，分別說明如下： 

 

1. 資訊性訊息與轉換式訊息 

資訊性訊息是以陳述實際資訊及產品相關資料的方式，使消費者在接收訊息

後有信心購買該品牌之產品；轉換式訊息則是以傳達使用該產品之經驗，藉由情

感面的因素來感動消費者（Puto and Wells, 1984），本研究採Puto and Wells（1984）

的衡量指標，如下表所示： 

 

表4-1資訊性與轉換式訊息之衡量 

因素名稱 操作性衡量指標 資料來源 

資訊性訊息 1. 溝通訊息能提高顧客之產品知識 

2. 溝通訊息有教導顧客購買該產品應注重

之事項 

3. 溝通訊息可使消費者就其重視之產品屬

性，正確比較出該產品與競爭產品的異同

4. 溝通訊息以產品屬性或特點為主 

Puto and Wells

（1984） 

 



5. 溝通訊息強調產品功能 

6. 溝通訊息著重產品對顧客的效用 

7. 溝通訊息主要釋放產品資訊 

8. 溝通訊息強調產品型號與式樣 

9. 溝通訊息強調產品品質 

10. 溝通訊息強調產品之便利性 

轉換式訊息 1. 溝通訊息著重該產品符合顧客的生活型

態 

2. 公司希望藉由溝通訊息與顧客建立關係 

3. 溝通訊息將使顧客憶起生活中曾有的經

驗與感覺 

4. 溝通訊息並未直接對顧客提出訴求 

5. 溝通訊息強調顧客使用產品的美好經驗 

6. 若顧客可以改變生活型態，會希望自己與

使用該產品的人有所差異 

7. 顧客一想到該產品便會聯想到公司行銷

溝通的內容 

8. 溝通內容會使顧客感覺彷彿置身該情境

中且有相同經驗 

9. 顧客一旦接觸該行銷溝通後便會一直回

想 

Puto and Wells

（1984） 

2. 推敲性與關係性訊息 

品牌延伸的溝通策略分為推敲性溝通策略與關係性溝通策略（Bridges, Keller 

and Sood, 1990），推敲性溝通策略是指專注於該產品本身、產品屬性及效益的延

伸，關係性溝通策略則是強調該產品與母品牌的關聯性以利於品牌延伸，其操作



性衡量指標如下表所示： 

 

表4-2 推敲性與關係性訊息之衡量 

因素名稱 操作性衡量指標 資料來源 

推敲性訊息 1. 溝通訊息以產品屬性或特點為主 

2. 溝通訊息強調產品功能 

3. 溝通訊息著重產品對顧客的效用 

4. 溝通訊息主要釋放產品資訊 

5. 溝通訊息強調產品型號與式樣 

6. 溝通訊息強調產品品質 

7. 溝通訊息強調產品之便利性 

Bridges, Keller, and 

Sood（2000） 

關係性訊息 1. 溝通訊息強調品牌 

2. 溝通訊息著重該產品與母品牌之關聯 

3. 溝通訊息強調產品與公司其他相關產品

之關聯性 

4. 溝通訊息強調公司資訊而非產品資訊 

Bridges, Keller, and 

Sood（2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新產品上市行銷溝通訊息特性之衡量 

本研究新產品上市行銷溝通訊息特性分為「訊息清晰度」、「訊息一致性」等

兩類，分別說明如下： 

「訊息清晰度」是指訊息明確清楚的程度，明確的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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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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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兩變數之衡量方式如下表所示： 



表4-3 行銷溝通訊息特性之衡量 

因素名稱 操作性衡量指標 資料來源 

訊息清晰度 1. 有關新產品的訊息總是清楚無

誤地傳達 

2. 公司以明確清晰的溝通方式釋

放訊息 

3. 公司極力避免上市溝通過程有

任何模糊不清的陳述 

4. 任何有關新產品的陳述都盡量

明確 

5. 公司溝通活動釋出詳盡清楚的

資訊 

Eliashberg, Robertson, and 

Rymon（1995） 

Heil and Robertson（1991）

Heil and Robertson（1991）

Eliashberg, Robertson, and 

Rymon（1995） 

Eliashberg, Robertson, and 

Rymon（1995） 

訊息一致性 1. 新產品上市的訊息是從頭到尾維

持一致性 

2. 公司在不同的上市活動中傳遞不

同的訊息 

3. 公司會針對不同的訊息接收者改

變訊息的內容 

4. 同一時間，不同市場中所傳達的

新產品訊息皆一致 

5. 上市後期訊息內容並不牴觸之前

所傳遞的訊息 

Heil and Robertson（1991）

 

Lilly and Walters（1997） 

 

Lilly and Walters（1997） 

 

Heil and Robertson（1991）

 

Heil and Robertson（199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整合性行銷溝通之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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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下列方式衡量行銷溝通之整合程度： 

表4-4整合性行銷溝通之衡量 

因素名稱 操作性衡量指標 資料來源 

行銷溝通之

整合程度 

1. 公司對行銷溝通有整體策略性的計

畫 

2. 一連串相關性高、時效感強、精心策

劃的廣告活動增強了人員銷售和促

銷的努力 

3. 促銷工具與其他推廣活動能相互配

合 

4. 公共關係活動與其他溝通工具整

合，且均強調相同的溝通主軸 

5. 公司針對目標觀眾之資訊來源及其

媒體習慣，使用合宜的行銷溝通工

具、安排時程 

6. 公司雖使用各種溝通工具，但有一致

的目標 

Etzel, Walker, and 

Stanton（2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績效衡量 

關於績效衡量各家學者有不同主張，而本研究則以溝通效果與銷售效果為主，其

衡量方式如下表所示： 

表4-5 績效衡量 

因素名稱 操作性衡量指標 資料來源 

績效 1. 產品知曉度 

2. 顧客對產品的興趣／偏好 

3. 顧客主動試用該產品的比例 

4. 顧客對產品的了解程度 

5. 顧客購買該產品的意願 

6. 市場佔有率 

7. 銷售額 

8. 獲利率 

9. 損益平衡時間 

10. 上市的及時性 

Lavidge and Steiner（1961） 

Strong（1925） 

Rogers（1962） 

 

Lavidge and Steiner（1961） 

Ruekert and Walker（1987） 

Cooper and Kleincshmidt（198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產業特性之衡量 

高科技產業具有「市場不確定性」、「技術不確定性」、「競爭變動性高」等三

特性，本研究將之視為控制變數，市場不確定性是指能被科技所滿足的顧客需求

之種類與需求延伸是模糊不明確的；技術的不確定是指不知道該技術是否能夠滿

足消費者的需求；而競爭變動性高是指競爭狀況的快速變動（Moriarty and Kosnik, 

1989）。以下分別說明其衡量方式： 



表4-6 產業特性之衡量 

因素名稱 操作性衡量指標 資料來源 

市場不確定性 1. 市場變動程度很大 

2. 顧客偏好變化甚為頻繁 

3. 顧客需求變化甚為頻繁 

4. 產品生命週期越來越偏短 

Kohli and Jaworski 

（1990） 

技術不確定性 1. 新科技的出現為數甚多 

2. 競爭者在科技發展上的投資很大

3. 產業科技變動程度很大 

4. 科技突破使得為數甚多的新產品

構思變為可行 

Kohli and Jaworski 

（1990） 

競爭變動性高 1. 本公司所處的產業中競爭者的數

目很多 

2. 本公司所處的產業中價格競爭很

激烈 

3. 本公司所處的產業中競爭程度很

激烈 

4. 本公司主要的競爭者係有通路上

的優勢 

5. 本公司主要的競爭者擁有強勢的

行銷溝通 

Kohli and Jaworski 

（199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五節 資料蒐集 

 

本研究在正式發放問卷之前先進行一次預試的動作，問卷發放對象為政治大

學EMBA，共發放30份問卷，回收9份，回收率30％，沒有無效問卷，經前測

分析結果將問卷稍作修正，而正式問卷之樣本為精品獎參賽廠商以及天下一千大

製造廠商中的科技公司，受測對象以參與產品上市計畫之人員為主，在蒐集過程

中，為了使在正式發放問卷時提高問卷回收率，在郵寄問卷前先以電話通知受訪

者，並在問卷寄出後與受訪者進行電話確認，以確保問卷的回收。最後總共寄出

530份問卷，回收114份，回收率為21.5％，排除無效問卷13份，共得有效問卷

101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19.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