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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探討消費升級的同時，要瞭解顧客價值在於整體消費者行為模式中所扮演的

角色。對於顧客價值的掌握通常也掌握整體獲利的關鍵；顧客價值相關文獻中所

謂的顧客價值包括了從顧客的觀點來提供產品的利益，特別是產品屬性、品牌、

或是支援的服務等等。消費者對於所持有的產品的信仰、態度與體驗構成了所謂

的顧客價值。綜合而言，本文對顧客價值的定義為「企業的提供（Offering）對

顧客產生了提高利益或是減少成本的效用」。溢價相關文獻探討，滿足不同類型

而又是消費者需要的顧客價值，使得產品上有較佳的溢價。 

影響購買者因素中，則依序介紹理性行為理論（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之意義與構念，以及其對個人行為之影響。 

 

第一節 顧客價值文獻 

本文獻先行探討顧客價值的定義與特徵；接著，藉由瞭解價值的分類來知曉

消費者在購物時所知覺的顧客價值為何；探討電子商務中顧客價值的定義；最

後，探討顧客在網路上購物的顧客價值為何，並整理出相關的價值類別。 

 

一、顧客價值的定義 

Taylor（1961）認為顧客價值是「某些主體對於某些標的物評價」，所謂「主

體」多指的是消費者，而「標的物」則可以是任何產品。所以價值是由顧客對商

品直接評估而得。 

Zeithaml（1988）認為顧客價值是指，消費者根據其所取得與付出的知覺，

對產品效用所做的全面性評估。四種由消費者所定義的價值意義：（1）價值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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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低價；（2）價值就是我想要的商品；（3）價值就是我付出價格的商品品質；

（4）價值就是我付出後所得到的。基於以上四種意義，Zeithaml（1988）得到

一個關於價值的全面性意義：知覺價值就是在知覺到接受與付出後，顧客對於商

品的總體評價。這個價值定義主要在於顧客知覺到的支出與獲得之間的差距，當

獲得越大於支出的時候，該商品對於顧客就越有價值。 

Holbrook（1999） 認為顧客價值是互動的（interactive）、相對的（relativistic）、

以偏好判斷的（preferential）、是種經驗（experience）。「互動的」是指某些主

體（消費者）與標的物（商品）產生互動，若無消費者的加入，無論商品具有何

種特徵都無法產生價值。「相對的」則包含：比較的（comparative），由相同的

人陳述參考標的物的價值，進而藉此評定出另一標的物的價值；個人的

（personal），商品能隨著個人的需求而有所變化；情境的（situational），評估

時的情境會影響價值判斷的結果。「以偏好判斷」是顧客價值的本質，也就是消

費者對該事物有興趣的。且顧客價值存在於「消費經驗」中，而非購買、品牌選

擇或物品持有。 

 

Woodruff（1997）做出了下列定義：「顧客價值就是顧客對於商品的屬性、

使用成果等內容的知覺偏好與評估。且這些屬性、使用成果，能夠幫助顧客在使

用商品時，達成預期的目標。」Gale（1994）提出「企業提供較高的顧客價值來

獲取勝利」已成為一般接受的策略原則。 

 

Slywotzky（1996）亦指出創造及提供良好的顧客價值給顧客，將會增加企

業的整體價值。而所謂顧客價值是指顧客的觀點考量他們所想要的，並相信能夠

透過購買及使用產品而得到其價值。Huber et al.（2001）提出了顧客價值包含：

顧客對於組織的價值考慮到組織的直接利潤，像是顧客忠誠和持續惠顧的結果；

顧客價值反映出消費者的個人價值觀；以及顧客知覺價值的方法主要依視其在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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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買完後所得到的效用。而Kotler（1999）指出顧客傳送價值係整體的顧客價值

與整體顧客成本二者的差距，整體的顧客價值係指顧客期望從特定的產品或服務

所能獲得利益的集合，而整體顧客成本係指顧客期望在評估獲得與使用產品或服

務所發生的成本集合。 

 

Albrecht（1992）將顧客價值的需求分為幾個層級。在競爭對手的模仿學習

之下，會漸漸被顧客所熟悉，而成為層級較低的預期價值，因此要維持在較高的

價值層級，必須靠良好的顧客研究來找出顧客的反應和價值，並進而創造出競爭

者尚未提供的價值特質，以建立競爭優勢，以下就四個層級分別描述： 

1. 基本的（Basic）價值：係指產品或服務具備其最基本的功能，乃是指產

品絶對必備的特質（包含有形及無形），如果缺乏這種特質，應減損購

買的動機。 

2. 期望的（Expected）價值：係指產品除了具備基本的價值外，顧客所認

為理所當然該附帶的特質，如產品不滿意時可以要求退貨的條件。 

3. 慾望的（Unexpected）價值：係指顧客並不期望必然具有，但是如果獲

得的話，會心存感激的特質，如提供一些產品額外的資訊與服務 

4. 大感意外的（Unanticipated）價值：係指超出顧客慾望或期望的意外特

質。 

良好的顧客研究，能使你找出顧客的反應和價值，從而協助企業達到「慾望

的」及「大感意外的」價值層級，假使已經在「基本的」和「期望的」價值層級

上作得不錯，亦可創造一種訴求，使得顧客產生偏好。同時，若能找出競爭者未

提供價值特質，則可藉此建立起持久性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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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價值的定義 
提出者 Time 內容 

Taylor 1961 顧客價值是「某些主體對於某些標的物評價」，所謂「主

體」多指的是消費者，而「標的物」則可以是任何產品。

所以價值是由顧客對商品直接評估而得。 

Monroe  1985 買方的知覺價值是指，他們從產品所取得的品質或效益

上的認知，相對於付出價格所作的犧牲。 

Zeithaml 1988 四種由消費者所定義的價值意義：（1）價值就是低價；
（2）價值就是我想要的商品；（3）價值就是我付出價
格的商品品質；（4）價值就是我付出後所得到的。 

Albrecht 1992 顧客價值的需求分為幾個層級，分別為基本的（Basic）
價值、期望的（Expected）價值、慾望的（Unexpected）
價值、大感意外的（Unanticipated）價值。 

Gale 1994 認為顧客價值是因應市場知覺品質而對產品所付出的 

相對價格，那是顧客眼中的產品（或服務），和競爭者

相比較。 

Heard  1994 顧客價值是顧客所得到的和付出之間的比值。 

Holbrook 1994c 
1996 

認為所有能提供產生價值的消費經驗，即是顧客價值。

價值是一種「互動的、相對的、偏好」的經驗。 

Naumann 1995 價格調整品質顧客價值是所取得的利益與所必需支付 

成本之比率。 

Slywotzky 1996 亦指出創造及提供良好的顧客價值給顧客，將會增加企

業的整體價值。而所謂顧客價值是指顧客的觀點考量他

們所想要的，並相信能夠透過購買及使用產品而得到其

價值。 

Woodruff and 
Gardial 

1996 顧客價值是在某一個使用情況下，顧客對於他們想要得

到的結果之知覺，經由產品或服務的提供，以達成渴望

的目的或目標。 

Woodruff 1997 顧客價值就是顧客對於商品的屬性、使用成果等內容的

知覺偏好與評估。且這些屬性、使用成果，能夠幫助顧

客在使用商品時達成預期的目標。 

Wyner 1998 顧客價值是指，給予或來自顧客的價值。價值將由產品

本身或非產品的相關影像或經驗產生，而且在過去已實

現或在未來將實現。 

Butz and 
Goodstein 

1998 
 

以顧客價值而言，顧客知覺他們的需求被達成的程度，

組織應該強調提供顧客所追求的結果，而不是他們所購

買的產品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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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inner et al.  1998 信任、社會、特殊對待。 

Holbrook 1999 顧客價值是互動的（interactive ）、相對的（relativistic）、
以偏好判斷的（preferential）、是種經驗（experience）。

Kotler 1999 將顧客價值定義為，顧客傳送價值係整體的顧客價值與

整體的顧客成本二者之差異，而整體的顧客價值係指顧

客期望從特定的產品或服務所能獲得利益的集合。 

Huber, 
Herrmann and 
Morgan 
 

2001 顧客價值包含：顧客對於組織的價值考慮到組織的直接

利潤，像是顧客忠誠和持續惠顧的結果；顧客價值反映

出消費者的個人價值觀；以及顧客知覺價值的方法主要

依視其在產品買完後所得到的效用。 

資料來源：整理自江佳芳（2002）蔡錦德（2003） 
 

二、 電子商務的顧客價值 

Keeney（1992）認為要瞭解顧客認知的價值，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詢問顧客。

由於不同的顧客對價值會有不同的看法，所以廣泛得出的價值中並無法清楚地了

解各項價值所產生的關連性，因此使用焦點價值思考（Value-focused thinking）

的概念來瞭解將是較佳的策略，Keeney（1999）運用此方法於電子商務之顧客價

值的研究中，透過顧客訪談方式，瞭解不同顧客之「價值提議」（Value 

Proposition）。 

 

「價值提議」也就是先前討論的顧客價值，Keeney 對電子商務定義的價值 

主張：“每位顧客購物時需花費的成本（時間，金錢）等及購後所獲得的利益（實

體物品的取得，心靈的滿足等）之淨價值（Net Value）。因此，Keeney 訪問一

百多位對於在電子商務的價值主張（包含以在電子商務購買產品，和未在電子商

務活動），透過訪談方式，最後將顧客在電子商務中最基礎之需求（如：安全性，

隱私權）歸屬至「基礎目標」中，企業透過對「手段目標」的瞭解，可擬訂出公

司改善的機制及策略，進而達成消費滿意度之提昇。其中，（1）手段目標（means 

objectives）：欺騙最少、系統安全、接收資訊最多、產品資訊、信用卡資料最少

被濫用、個人資訊最少被濫用、可信賴的傳遞、限制衝動購買、精準交易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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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購物、更好的購買選擇、產品變異最大、最易獲得產品、個人瀏覽最少、易

於使用、提供個人互動。（2）基本目標（fundamental objectives）：整體目標、

產品品質最大、成本最小、收到產品時間最短、便利性最大、花費時間最少、隱

私最大、購物樂趣最大、安全最大、對環境影響最小。第一類目標可視為一種方

法工具或過程，有助於顧客達到一個或數個目標，而第二類即是網路購物的根本

理由與最終目的。其中，Keeney（1999）認為「基本目標」可用於發展顧客價值

的量化模式。 

 

其研究方法分為三大步驟，第一步驟是透過訪談的方式，條列出所有不同顧

客之價值；第二步驟是將不同受訪者對價值需求所描述的語句轉換成一致性的表

達型式；最後，將不同受訪者對價值的需求作整合，分別歸納至相似的目標中

（如：成本極小化，利潤極大化等目標），再將所有目標歸屬至兩大類，分別為

「方法目標」和「基礎目標」，並找出方法目標及基礎目標關係圖，如圖2-1所

示。 

依據葉席吟（民88）所歸納整理出Keeney（1999）九項電子商務之顧客價值

因素 

給予定義說明： 

1. 增加產品品質:係指「增加產品的價值（如：增加價格與品質的關

連）」、「產品品質一致」以及「能夠提供最好的產品」。 

2. 降低成本:係指「減少產品成本」、「減少賦稅成本」、「減少運送成本」、

「減少網際網路使用成本」以及「減少遊歷(travel)的成本」。 

3. 減少獲得產品的時間:係指「減少送貨時間」、「減少裝運時間」以及

「減少派遣時間」。 

4. 增加便利性:係指「增加購買上的便利性」、「使購買更具彈性」、「提

升售後服務的品質」、「確保回收程序簡易」、「減少購物上精力的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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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減少口角」以及「能夠簡單的找尋產品」 

5. 減少時間的花費:係指「減少購買的時間」、「減少購物程序上的時間

花費」、「減少付款的時間」、「減少查詢的時間」、「減少找尋產品的時

間」、「減少通訊的時間」、「減少搜尋的時間」、「減少訂貨的時間」、「減

少資訊蒐集的時間」以及「減少選擇產品的時間」。 

6. 增加隱私性:係指「避免自己成為電子郵件清單(electronic mailing 

lists）」。 

7. 增加購物樂趣:係指「使購物更符合一般的方式」、「使消費者減少擔

憂」、「可鼓舞顧客」、「可加強消費者的購買力」、「減少消費者的遺

憾」、「減少消費者的失望」、「增加顧客的信心」以及「減少作出被迫

的選擇」。 

8. 增加安全性:係指「增加安全性」以及「減少產品使用上的風險」。 

9. 減少對環境的影響:係指「減少對環境的損害」以及「減少對環境的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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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Keeney 電子商務顧客價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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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網路上的顧客價值 

Keeney(1999）的顧客價值為：節省金錢價值、節省時間價值、便利性價值、

購物品質價值、娛樂價值、交易安全價值、隱私權重視的價值、環境保護價值等

八種價值。上述八種價值與Korgaonkar and Wolin(1999）之研究結果再行整合，

發現資訊、社會逃避、互動自主、社會化等四種價值亦可納入網路顧客價值的範

疇。其中，「互動自主」指的是使用者與網站之間能夠互動且由顧客自主，「社

會化」則是使用者彼此之間的人際溝通與活動。 

另外，Korgaonkar and Wolin(1999）指出上網行為可提供給消費者擺脫社會

規範及跳脫社會現實的一項機會，作者認為這是一種社會逃避的現象，它能讓消

費者覺得瀏覽網站是種有趣的活動，藉由顧客主動參與網路活動，使他們融入網

站的情境中，並從現實生活中解放出來，以獲得現實生活不易獲取的情緒抒發與

消遣的機會，故上網購物對於消弭顧客現實生活中的負面情緒有著正面的貢獻。

Huizingh(2000）認為資訊的提供是網站的核心價值與基礎目標。Korgaonkar 

and Wolin (1999）認為網路的資訊價值包含了獲取資訊的價值，以自我充實。 

 

因此網路顧客價值一共十二種，分別為：節省金錢價值、節省時間價值、便

利性價值、購物品質價值、資訊價值、社會逃避價值、互動自主價值、社會化價

值、娛樂價值、交易安全價值、重視隱私權的價值、環境保護價值。 

 

第二節 溢價相關文獻 

在Klein and Keith關於溢價內涵的研究(1981）指出，溢價(price premiums）

指產品價格比正常競爭條件下市場價格高出的部分，是消費者購買某一特定品牌

商品而願意額外支付的貨幣。例如，同樣的咖啡原料，Starbucks咖啡能比其他品

牌甚至沒品牌的產品價格高出許多。Starbucks賣出的價位，遠遠超出正常成本和

利潤，但消費者仍然願意掏錢購買，那麼這樣為Starbucks品牌支付的超額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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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產品溢價。  

 

一、溢價的分類 

為什麼消費者願意多付貨幣成本？不同產品有不同的成因。最初的產品溢價

源於“物以稀為貴＂，稀少的產品能夠通過高價獲得最大的利潤。然而，現在能

夠創造產品溢價的途徑越來越豐富，因此產品溢價形成的真正原因值得探究。 

經濟學的其中一個基本假設是，人們行為受到所處的局限條件影響，而且在

爭取個人利益最大化的同時，人與人之間會存在競爭，在某些局限下，競爭會抵

消個人最終所得中部份或全部價值，所以人們亦會為了減低價值消失而表現出不

同的行為。同樣的，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期望達到自己利益的最大化。而所謂利

益最大化，就是在商品為自己帶來一定效用時，所耗費的成本最小。或者是在一

定花費的基礎上，商品帶來的效用最大。基於效用最大化的分析，一般來說可以

將產品分為兩大類：一類是日用消費品、食品、家用電器等這樣的功能滿足型產

品；另一類則是禮品、奢侈品（香水、名表等）、服裝及其配飾、化妝品、煙酒

等以滿足消費者的情感利益為主要目的之情感表達和自我表現型產品。然而，現

在很多功能型產品也試圖滿足消費者的情感表達與自我表現 。 

對於功能滿足型產品來說，產品品質是消費者購買的主要驅動力。Buzzell 

and Gale的研究（1987）指出，企業在銷售消費者認定為較高品質的產品時，能

獲得較高的利潤。從心理學角度來看，現在社會產品的複雜程度越來越高，信息

量極大，消費者可獲得的市場訊息不充分，因此對產品品質難於判定，這時“一

分錢一分貨＂的思想就成為消費者評判的依據，部分消費者願意為好的信譽付出

更多的代價，以減少不確定性帶來的損失。進一步我們可以認為，即使消費者能

夠從市場上獲取關於產品質量的資訊，由於資訊獲取需要成本，或者由於習慣或

惰性使然，消費者仍可能依據價格來推斷品質，因而價格和品質之間存在著推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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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被推斷的關係。Rao and Bergen的研究（1992）中提到，廠商為了保持或者提

高溢價能力，必須持續加強產品的品質管制，建立長期的信譽，提高自己產品的

價值。圖 2-2指出賣家聲譽對於不同類型產品，溢價的情況也會不同。 

 

圖 2-2 溢價與賣家聲譽對不同類型產品之關係 

資料來源：Rao, A.R. and Bergen, M.E.（1992）, Price premium variations as a 

consequence of buyers' lack of informa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 19, 

December, pp. 412-23. 

在 Rao and Bergen的研究（1992）提到由於資訊不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買方對於產品品質無法全盤瞭解，於是其願意支付溢價以確保產品

的品質。Rao and Bergen將產品分成經驗（experienced product）與搜尋（search 

product）兩種，用來研究資訊不對稱下溢價的情形，見圖 2-2。對於經驗產品，

對品質敏感（quality-conscious）的買方只能在購買以及使用之後，才能知道產品

的品質，於是買方付出溢價的傾向與對產品品質的敏感度成正比。對於搜尋產

品，產品品質來自於產品的功能，對品質敏感的消費者願意搜尋較多的相關資訊

以求得較多的功能。因此，購買者付出溢價的傾向與對產品品質之敏感度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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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溢價與品質敏感對不同類型產品之關係 

資料來源：Rao, A.R. and Bergen, M.E.（1992）, Price premium variations as a 

consequence of buyers' lack of informa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Vol. 19, 

December, pp. 412-23. 

對品質敏感的消費者比那些對品質不敏感者更願意支付溢價。所以消費者對

品質關心的程度影響他是否願意支付品牌溢價。產品品質是產品形成溢價的基

礎。提高產品品質，一方面能夠發揮品牌傳達信譽的作用，增強它向消費者傳遞

品質優秀的資訊；另一方面良好的產品品質是獲得消費者忠誠度，是實現消費者

持續購買的基本前提。如果在同一市場上，由於技術、行業標準、政府管制等原

因，不同牌子的同類產品在品質上相差無幾，那麼消費者所能感受到的品質不確

定性就很小，此時他就不會或只願意支付很少溢價。也就是說，同類產品品質變

動越小，產品溢價會越低，反之則越高。這也意味著，產品在新產品市場較在成

熟產品市場可收取更高溢價。 

Strader 等人(2002)發現買家和信任的賣家交易時，願意多付 7 %到 1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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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價給賣家，這證實信任可帶來金錢上的價值。Resnic 等人(2004)研究指出在

eBay上的買家願意多付 8.1%的溢價給聲譽較佳的賣家。良好的聲譽有助於信任

感的增加，而增加的信任感更進一步產生價值。 

 

 
圖 2-4 信任所產生的溢價表 

資料來源：Strader et al. (2002) 

 

在同樣的商品型態下，貴的商品比不貴的商品產生較大的槓桿效應，意即貴

的商品隨著信任感的變化，會有較明顯的變化。例如：當信任感低時，貴的商品

比不貴的商品得到較低的溢價，意即信任感低時，消費者不願意付較多比率的溢

價去買貴的商品，反而比較會付較多比率的溢價去買不貴的商品；反之，當信任

感高時，貴的商品比不貴的商品得到較高的溢價，意即信任感高時，消費者願意

付較多比率的溢價去買貴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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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商品價格與溢價關係圖 

資料來源：Ba 和 Pavlou (2002) 

 

Nelson (1970) 定義商品的分類為 Experience product，買了之後才能被評估

品質的商品，以及 Search product，買之前就可以被適當的評估品質的商品。在

同樣的價格下，Experience product比 Search product產生較大的槓桿效應，意即

Experience product隨著信任感的變化，會有較明顯的變化。例如：當信任感低時，

Experience product比 Search product得到較低的溢價，意即信任感低時，消費者

不願意付較多比率的溢價去買 Experience product，反而比較會付較多比率的溢價

去買 Search product；反之，當信任感高時，Experience product比 Search product

得到較高的溢價，意即信任感高時，消費者願意付較多比率的溢價去買

Experience product；故得知隨著信任度的提升，Experience product 逐漸獲得比

Search product 高的溢價。 



線上購物者有意識之溢價消費行為研究 

 

 26

 

7 

資料來源：Ba 和 Pavlou (2002) 

 

品牌的觀念來自於商標（logo）的創始與使用，而組成商標的圖案或文字，

只是提供消費者在辨識不同廠商之產品時有所憑藉。Aaker（1996）將「品牌」

定義為一個具有獨特性的名稱或者符號(如﹕Hello Kitty、商標或包裝設計等)，

用以認定一個銷售者其所銷售的產品或服務，並使之與其它的競爭者有所區別。

他又將符號（Symbol）定義為品牌的非口語部分，此部分幾乎可以是任何的東

西，包括幾何圖形、造型、包裝、標幟、背景、動物、人物等(袁志強 1998)。

Kotler（1991)則將「品牌」定義為一個名詞、標記、符號或設計，甚或是上述的

聯合使用，其目的是要使自己的產品或服務和競爭者有所區別。而美國行銷學會

則將其定義為﹕「品牌，意指一名詞、術語、符號表徵、設計與合併使用、其目

的在於藉此區別一群銷售者的產品或勞務不至於與競爭者發生混淆」。Park, et al.

（1991）認為「品牌概念」是一個品牌所展現出來的形象、定位及其所要提供給

消費者的訊息型態。因此品牌概念可謂是品牌的獨特抽象意義。品牌概念區分為

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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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導向（function-oriented）品牌概念：強調產品所提供的具體功能

而帶給品牌的形象。 

2. 聲譽導向（prestige-oriented）品牌概念：強調產品的身分地位象徵、氣

派、財富象徵等而給予品牌的形象感覺。 

只有當一個品牌有良好知名度時，才能更好地向消費者傳遞資訊，公眾對一

個品牌的認可，實際上是對該品牌的信心，為了規避購買其他品牌所帶來的風

險，一些消費者更願意購買知名度較高的品牌，所以知名度越高的品牌可能更能

獲得高的溢價。而產品所獲得的溢價大小和當前市場上類似產品的品牌數量有

關，兩者之間是一種反比關係，即隨著類似產品的品牌數量增加，這個產品的溢

價能力可能會下降。因為眾多的品牌之間肯定會進行激烈的競爭，這種競爭最容

易演變為價格的競爭，再加上消費者選擇品牌的機會很多，很可能從一種品牌轉

移到另一種品牌，這樣廠家可能為了短期的一些利益，降低價格，從而導致該品

牌產品溢價能力下降。例如:在相機領域，即使Nikon、Canon這樣的世界級品牌

也不可能毫無限度的獲取溢價，因為在此領域，同類相機的品牌非常多，如果溢

價太高，消費者會轉而購買另一品牌。另外，在電腦作業系統領域，品牌數量就

非常少，只有Microsoft、Linux等少數幾個牌子，之間的競爭就比較小了，所以

它們都能獲得非常高的產品溢價。 

整理上面的觀點，影響產品溢價的主要因素有： 

1. 消費者的品質偏好。 

2. 產品品質。 

3. 品牌知名度。 

4. 市場上類似產品的品牌數量。 

5. 賣家聲譽。 

6. 節省金錢價值。 

7. 節省時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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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購物品質價值。 

9. 便利性價值。 

10. 資訊價值。 

11. 社會逃避價值。 

12. 娛樂價值。 

13. 交易安全價值。 

14. 隱私權重視價值。 

15. 環境保護價值。 

16. 互動自主價值。 

17. 社會化價值。 

18. 信賴（Trust）。 

 

第三節 影響購買行為之因素 

解釋人類的行為在心理學的領域一直以來是一個複雜且重要的一項任務

（Ajzen, 1988）。早期行為科學理論將意願（intent）歸納為態度結構(看法、感

動、意願)中的關鍵要素之一，並認為意願可用來預測實際行為的產生，基於此

原因，行銷人員長期以來一直都認為購買意願為預測購買行為的主要變數。許多

社會心理學家認為信念、態度及意願三者間的關係非常密切且是許多行為理論之

基礎。有關的行為理論，包括理性行為理論（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計畫

行為理論（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此兩種理論認為主觀性的規範、知覺行

為控制力等因素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願，而信念和態度是影響消費者購買意願

最主要的原因。 

Rawstorne et al.（2000）提出的理性行為理論（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在預測或解釋某一特定或某一類之行為的表現上比起過去研究者試圖單純

以其他構念（如：態度、個人特徵、人口變項等）解釋行為之表現更佳，因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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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採納 Ajzen、Fishbein（1975）的理性行為理論為本研究架構之基礎。本節中

將依序介紹理性行為理論之意義與其構念，以及其對個人購買行為之影響。 

一、理性行為理論之意義 

Ajzen與 Fishbein（1975, 1980）的理性行為理論是探討「行為意圖（Behavioral 

Intension）」與「行為」之間的關係。行為意圖即個人會採取特定行為的可能性

（Ajzen & Fishbein, 1975），當個人的行為意圖越強時，其實現該行為的可能性

就越高。個人的行為意圖會受到個體本身與他人的影響，前者為個人因素，個人

對實現該行為之正面或負面的評估結果，此構念被命名為態度（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即個人認為該行為是好或壞，對實現該行為持正面或負面之想

法；後者為社會影響，個人認知之社會群體壓力而致使個人執行或不執行某行

為，此構念被命名為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Ajzen & Fishbein, 1980）。理

性行為理論是用來解釋、預測個人行為的因果模型，其理論的重心是藉由瞭解影

響個人行為意圖之因素來解釋個人行為，其構念之間的關係為態度與主觀規範影

響行為意圖，而行為意圖決定行為。 

二、理性行為理論之構念 

Ajzen與 Fishbein（1975）之理性行為理論主要包含四個構面─態度、主觀

規範、行為意圖以及行為，其關係如圖 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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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理性行為理論（Ajzen, 1988, p. 118） 
 

1. 態度（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 

態度是一個具有多重面向的複雜概念，時常被用來預測與解釋個人行

為。Allport（1935）將態度定義為「由經驗而來的一種心理與精神的狀態，

這種狀態會影響一個人對於事情與情境的反應」。在1950年代，態度被廣為接

受為一個複雜具有三重維度的系統，包括個人對目標（Object）的信念

（Beliefs）、對該目標的感覺（Feelings），以及對該目標的行為傾向（Action 

Tendencies）。 

 

在理性行為理論中態度被定義為個人對某行為之正面或負面的感受與評

價，受到個人對該行為之信念（Beliefs）與評價（Evaluations）所影響（Ajzen 

& Fishbein, 1975），信念代表個人主觀認為該行為具備某特徵之可能性，每個

信念都代表了該行為的一項特徵，所有對該行為的信念將決定個人對該行為

的態度（Ajzen & Fishbein, 1975）；評價則包括評量該行為是好或壞、贊成或

反對、喜歡與不喜歡這三個面向（Ajzen & Fishbein, 2000）。 

 

Per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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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態度」此構念意指消費者線上購買溢價產品的態度，因此

本研究將理性行為理論之「態度」依本研究之研究目的重新命名為消費者對

其線上購物之「購買態度」，包含消費者認定線上購物的顧客價值。 

 

2. 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 

主觀規範的定義為對個人而言重要的其他人對個人執行該行為的看法，

透過個人的行為意圖影響其行為（Ajzen & Fishbein, 1975）。理性行為理論中

探討他人對個人行為的影響時將「他人」定義為個人之重要參考團體，如：

朋友、親人、同事、上司等。個人的行為意圖會受到其認知中重要參考團體

認為個人應該或不應該執行此行為，以及個人對其重要參考團體之依從程度

的影響，由於是衡量個人認知，因此理性行為理論將此構念命名為「主觀規

範」。 

本研究中，主觀規範代表個人之重要參考團體對消費者個人線上購買行

為之資訊的交換或傳導後，個人對這些資訊的依從程度。 

 

3. 行為意圖（Behavior Intention） 

在本研究中定義「行為意圖」為使用者願意在網路上購買溢價產品的意

願強度，因此本研究將此構念依本研究之研究目的重新命名為「購買意願」。

並依照Weinberg & Gottwald（1982)之衝動性購買的定義將購買意願分為情感

性反應（emotional reactive）、衝動型（impulsive）、狂熱型（fanatical）、強迫

型（compulsive）與計畫型（planned）。其中情感性反應的消費者，其購買都

是以情感動機為主，重視產品的象徵性意涵，無論在認知控制或反應行為上

都是較弱的；而狂熱型消費者是以享樂動機為主，通常只對特定的產品感興

趣，其認知控制相對於情感性反應的消費者來的強；而強迫型消費者是為了

解決既存問題的而採取購買行為，故其行為是理性而有目的的，所以無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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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控制或反應行為上都是較強的；衝動型消費者則是在缺乏理智而無特定

目標的情況下的購買行為，相較於強迫型消費者而言，其認知控制較弱。計

畫型則是消費者會經過仔細思考，並且衡量購物後的結果。 

 

4. 行為（Behavior） 

Ajzen與Fishbein（1980）將行為分為兩種，一種是指單一動作（Single 

Action），如：購買夾克、看一場電影等；另一種是指行為種類（Behavioral 

Categories），包含了許多不同的動作，如：減肥、募款、運動等。單一動作

可以直接衡量，然而行為種類卻無法直接觀察到，必須透過該行為種類之單

一動作來衡量，如：就減肥此行為種類而言，個人是否吃低脂食品、是否吃

減肥藥等許多行為能代表個人是否實踐減肥此一概念，Ajzen與Fishbein建議

研究者可以用指標的方式將每項動作給予一個分數，將此分數加總後代表個

人在此行為種類之表現，以減肥為例，吃冰淇淋代表負1分、喝酒代表負1分、

吃減肥藥代表正1分⋯以此類推，分數累計後為每個人之減肥指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