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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本章將針對與本文有關的文獻和理論進行討論，首先針對節日活動的功能、

節日活動的轉變做一個概略性的介紹，其次介紹節日套餐的現況；接著描述消費

價值相關的理論，並從中推論與節日套餐這項商品價格接受程度有關的變項。 

第一節、 節日與節日消費行為 

一、 節日活動的涵意 

烏丙安（1985）（轉引自呂宏進，2004）指出節日（holiday）是一

年當中，由種種傳承路線形成的固定或不完全固定的活動時間，以展開有特

定主題約定俗成的社會活動日，《大美百科全書》則指出節日是指為了公眾

的、宗教的、世俗的慶祝典禮而特別保留的日子。容易與節日混淆的字詞是

節慶（festival），節慶是指具有一慶祝主題，常被用來泛指具有公開主題慶

祝活動，如宜蘭搶孤、屏東黑鮪魚季。 

世界上每一個民族，無論其生活型態是漁牧還是農耕、文化水平是原始

還是進步，都有屬於自己的節日和屬於該節日的活動。呂宏進（2004）從

個人層面、社會層面、宗教層面以及文化藝術層面來分析節日活動的功能。 

（一） 個人層面 

就個人層面而言，節日活動加強個人對季節的適應力、調節個人平

日緊張的生活步調。如端午節象徵著夏季的來臨，喝雄黃酒、插艾草的

活動則提醒了人們要開始驅蟲、注意環境衛生。 

（二） 社會層面 

節日促進家庭的團結和凝聚，也維持著社會的和諧，如中秋節、元

宵節等活動都注重家庭的團圓，重陽節象徵著敬老尊賢的精神，感恩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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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美國人團聚的日子，並且提醒人們要感謝神賜予的豐收。社會的規

範和價值觀就在這些節日中一一體現、傳承。 

（三） 宗教層面 

宗教性的節日則體現人們對於超自然的敬重、對祖先的慎終追遠，

如中元節祭拜鬼神，以求彼此相安，聖誕節則是為了慶祝耶穌來到人世

間的日子。藉由這些宗教性的節日，使人們的信仰有依托、心靈得以安

寧。 

（四） 文化藝術層面 

節日中的活動通常是民族文化的展現，如春節的舞龍舞獅、復活節

的彩蛋，這些活動都維護著民間的習俗和文化，每到節日來臨，這些文

化就會展現在我們面前，讓文化得以一路傳承。 

二、 節日活動的變化 

各個民族可能因為當地的氣候、宗教信仰或是生產型態的需要，在一年

之中訂定了許多的節日，爾後衍生了慶祝節日的方式，例如：為了驅趕年獸

而在春節時放鞭炮、守歲，感恩節吃火雞則是為了緬懷當年開疆闢土的先

人。然而隨著時代發展、商家大力炒作之下，傳統節日的氣氛已然是商業重

於文化，原有的文化內涵逐漸消失，端午節變成「粽子節」、中秋節變成「月

餅節」，情人節和聖誕節原始感恩的初衷也逐漸被遺忘，轉而變成商業氣味

濃厚的慶祝活動。 

以西洋情人節為例，原本人們會在每年二月十四日用鮮花或是心型的糖

果傳遞愛的訊息給自己的朋友，並且以花邊或是折穗來掩蓋送物人的名字，

以紀念勇於反抗暴政、追求真愛的瓦倫丁（Valentine）修士，但是從日本

人開始認識到西洋情人節的節日，進而在商人的推波助瀾下，帶動起「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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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力」、「義理巧克力」的新用語，持續將此巧克力風氣燃燒至今。而這

種風氣也隨著日劇、日本商品、漫畫、雜誌…等在台的流行漸漸地傳入台灣，

並在商家、媒體的刻意炒作下，台灣人也開始過起了情人節，巧克力也成為

情人節禮品的主要選擇之一。  

三、 小結 

在商業化的炒作下，節日活動推陳出新，消費者在可以節日選擇的活動

越來越多，專屬於節日的商品也不斷出現，節日套餐也在這樣的背景下產

生，對於一般業者來說節日是禮品交易市場最活絡的時候，許多百貨業者也

會趁著節日推出一波又一波的促銷檔期，對於餐廳業者而言，節日商機更是

一塊非搶食不可的大餅，本研究認為節日套餐這樣跨節日的商品很適合用來

研究消費者在節日時願意多支付金錢以購買商品的消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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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節日套餐 

一、節日套餐的起源 

近年來在商家的大力宣傳之下，不管中式或西式的節日都開始受到民眾的重

視，飯店業及餐飲業當然也不會錯失商機的趁勢推出許多符合節日氣氛的套餐。 

最早掀起節日套餐流行的是聖誕節，儘管聖誕節不是一個傳統的中國節日，

但在逐漸邁向國際都會的台北，習慣二十四日晚上出去吃一頓聖誕大餐，或狂歡熱

舞的人還是不在少數，耶誕節因此變成各家飯店及非餐廳業者極欲掌握的大市場。

當時推出聖誕節套餐的餐廳多以西餐廳為主，活動方式多為舉辦聖誕舞會和聖誕

大餐，自民國 77 年起中餐廳也開始搶食聖誕大餐的大餅（錢嘉琪，1988）。 

西洋情人節原本是不受國人重視的外國傳統節日，但在商家有心塑造的情人

節浪漫氣氛下，巧克力、花束、各式卡片應景而出，餐廳也於民國 77 年起開始

推出情人節套餐，價位從兩千八百元到七、八千元不等。中國傳統的七夕情人節

由於在俗稱鬼月的農曆七月，民眾有諸多禁忌，因此直到民國 79 年才有兩家飯

店推出七夕情人節套餐（何世全、張海琳，1990）。 

在情人節套餐為飯店、餐廳賺進大把鈔票之後，餐飲業食髓知味的開始因應

各種節日推出套餐，諸如母親節、父親節、中秋節，甚至是萬聖節和感恩節都有

相對應的套餐。 

二、節日套餐現況簡介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在民國91年的調查中顯示在度過聖誕節的方式前三名

依序是吃大餐、和朋友出去玩、陪伴家人。民國 95 年中廣新聞網的調查指出情

人節最熱門商品首推情人節套餐，其次第二名是金飾鑽石，第三名是絨毛玩具，

第四是巧克力，第五是衣飾類商品。這顯示以吃節日套餐來慶祝節日已經是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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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活動之一。節日套餐成為風潮之後，原本套餐提供者主要是西餐廳業者，

現在連日式、中式、韓式料理，甚至是泰國料理都推出了節日套餐。但是通常在

節日當天只有節日套餐可供選擇，也就是說即便是單身一人在情人節當天前往餐

廳，也只能點情人節套餐。 

（一）節日套餐的特色 

節日套餐的特色是會在套餐名稱、菜色或附帶活動中突顯該節日的特色。舉

例而言，情人節的特色是浪漫和愛情，情人節套餐的名稱和價格通常帶有與愛情

有關的諧音，比方說「2099 元的愛你久久套餐」、「1457 元的一世夫妻套餐」，

菜色名稱也會充滿浪漫的氣氛，如情深意長煎餅、心心相印海鮮鍋、熱情如火烤

肉皿（陳俊文，2006）。推出套餐的餐廳經常會隨餐附贈玫瑰花、小熊娃娃等等。 

（二）節日套餐的形式 

節日套餐的形式可能是送禮也可能是聚會，是送禮或是聚會決定於出錢的主

體，舉例而言，情人節時男朋友請女朋友吃一頓情人節大餐，此時情人節套餐就

是送禮的形式。聖誕節時，三五好友一起到某一個餐廳吃聖誕大餐狂歡，各自負

擔自己的費用，此時的聖誕節套餐就是聚會形式。 

（三）節日套餐的價格 

節日套餐的價格大多比平日高出許多，聖誕節套餐的價格比平日貴上三分之

一，平安夜當晚的套餐價格普遍漲到 1500 元以上（錢嘉琪，2004），情人節套

餐的價格漲的更多，餐廳多為兩人為一組計價單位，一頓經過包裝的情人節套餐

平均要花兩千到三千不等，根據消基會的調查，情人節套餐漲幅最高的餐廳為亞

都麗緻飯店、遠東國際飯店以及六福皇宮，漲幅高達平日價格的四到五倍之多。 

雖然節日套餐價格如此高，但是銷售量還是非常驚人，許多知名餐廳、大飯

店在節日當天的定位率都可以達到八成至九成，甚至還必須開放下一個時段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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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才能容納需求。 

三、小結 

節日賦予生活條理，標誌時光中的特別時刻，所有的節日在創始之初，都有

其神聖的意義，也在這一天人們可以從責任中獲得釋放。由於每個節日都有其神

聖的意義，人們也會在各個節日從事一些與該節日相關的活動，或與相關的人共

同慶祝，節日套餐就是其中一種慶祝活動，而這慶祝活動在商家的特意運作之

下，逐漸蔚為風氣。 

從上述的節日套餐特性描述中，節日套餐這種商品主要是提供給消費者在特

殊節日時與特定的人同聚一堂來慶祝節日。如母親節時，平日在外工作的兒女共

同請母親吃一頓母親節大餐，節日套餐是一份禮物、也是一個團聚的理由。節日

套餐滿足的不只是消費者的口腹之慾、更是滿足消費者期待與特定人相聚的情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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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消費價值 

一、消費價值 

李皇照（2004）指出企業要吸引顧客、創造利潤和銷售，就必須創造更多

價值，以避免商品陷入損人不利己的價格戰。而要創造價值，就必須探討消費者

在進行消費行為時會考慮哪些價值。 

Woodruff（1997）定義顧客價值為消費者經由消費的過程，對商品的屬性、

商品的功能，是否能達成自己預期目標的主觀認知。主要是指消費者在消費中感

受到的價值，而不是商品本身的價值。過去對價值的探討，多集中於理性的觀點，

認為產品的價值來自於功能的最大化，假定消費者都是理性的，將產品視為問題

的解決者。但有些學者認為若僅著重於產品功能和效用的價值，將會忽略諸如社

會情感、享樂、美感等消費現象。Sheth, Newman & Gross （1991）提出

消費價值理論（The Theory of Consumption Values）就只將理性觀點的價

值歸納為「功能性價值」，將比較複雜的經驗性情感區分為三種「社會性價值」、

「嘗試性價值」、「情感性價值」，此價值理論將消費者價值分為五種，藉此說明

消費者購買行為背後的價值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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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消費價值理論 

資料來源：Sheth, Newman & Gross(1991)”Why We Buy What We 

Buy: The Theory of Consumption Values,”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2:pp.160 

（一） 功能性價值（Functional Values） 

傳統的觀念認為在消費者是理性的前提下，功能性價值是消費者購買

的主要驅動力，功能性價值來自產品本身的特徵或是屬性。指的是產

品的外在屬性，而非內在屬性，如價格、耐久性。舉例而言，消費者

在購買手機的時候，手機的照相功能、記憶體容量都會是消費者在考

慮的功能性價值。 

（二） 社會性價值（Social Values） 

一些外顯性商品（如珠寶、衣服）或是需要與他人分享的商品（如禮

物）通常都含有社會性價值，社會性價值指產品能提供消費者與其他

社會群體的連結，諸如彰顯社會階級、取得社會群體的認同，許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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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具有功能性價值的產品也可能具有社會性價值，像是具有設計感

的系統化廚具，相較於廚具的功能性以外，據設計感、一致性的外觀

常常是消費者選擇該商品的理由。 

（三） 情感性價值（Emotional Values） 

產品或是服務有時會與特定情感連結，比方說燭光晚餐帶來的浪漫情

調、恐怖電影引發的恐懼感，有些產品或服務會刺激消費者產生聯

想，使消費者改變情感或是情緒的狀態，比方說有媽媽味道的食物，

會讓消費者有懷舊的情緒。 

（四） 嘗試性價值（Epistemic Values） 

全新的體驗通常能帶給消費者嘗試性價值，有時產品改變一些地方也

能帶給消費者嘗試性價值，消費者會因為厭倦於使用過去慣用的品

牌，或是對新品牌的好奇、想要學習新事物的慾望而選擇能帶給他們

嘗試性價值的產品。 

（五） 條件性價值（Conditional Values） 

條件性價值通常因為外在的情境使然，因為外在的情境而使的這些產

品具有特殊價值，舉例而言，有些產品在某個季節會特別紅（如聖誕

卡片）有些產品則是一生就使用一次（如結婚禮服），又或是有些產

品只在緊急情況才會使用（如 119），以及部分產品是要與其他產品

搭配時，會產生價值（如看電影時的爆米花）。 

另有學者 Holbrook（1999）以構面的方式替消費價值分類，他將消費價

值區隔成三個構面： 

（一）外在價值與內在價值（extrinsic versus intrinsic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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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價值是透過產品本身的功能和效用來達成消費者所期望的目的或

目標，如吃一頓飯來攝取營養、避免飢餓；內在價值則是強調透過消費經驗

帶來的價值，如吃飯過程中與朋友相聚、閒聊帶來心情上的愉悅。 

（二）自我導向價值與他人導向價值（self-oriented versus 

other-oriented value） 

自我導向指來自為滿足消費者自身需求而產生的消費經驗，而透過這消

費經驗，消費者產生對自己的評價或認知，如上館子吃飯以滿足自己對美食

的嚮望；他人導向則是將外在因素考慮進去而產生的價值，例如帶朋友到高

級餐廳享用餐點以凸顯自己的品味，諸如此類獲取社會認同、炫耀性消費都

是屬於他人導向的價值。 

（三）主動價值和被動價值（active versus reactive value） 

主動價值和被動價值的區別在於消費者在消費經驗中的角色，是屬於主

動者亦或是被動者，假設消費者親自料理一桌好菜，這般自身操弄或經歷得

到的經驗稱為主動價值；若是消費者是被第三者服務，則是被動價值。 

以上兩種消費價值的分類具體說明了消費者購買行為背後的理由，然而若進

一步去比較 Sheth 和 Holbrook 兩位學者對消費價值的分類，大體上還是不脫

產品本身的屬性以及消費產品時帶來的情感反應兩種類型。因此，本研究將進一

步列舉與這兩種消費價值有關的文獻，以瞭解消費價值與消費者價格接受程度的

關係。 

二、價格接受程度相關研究 

延續前面文獻所述，本研究將消費價值分成兩類介紹其價值內涵與價格之間

的關係。一是以產品本身屬性為價值核心的產品，本研究將之稱為「功能滿足型

產品」，如家電、日用品等等，二是以消費產品時帶來的情感為價值核心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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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之稱為「情感滿足型產品」，如禮品、服飾、奢侈品等。時至今日，也

有許多功能滿足型產品兼具情感滿足的功能，如 BMW 跑車，除了代步的功能之

外，尚能讓消費者享受駕馭的快感。 

（一） 功能滿足型產品 

就功能滿足型產品而言，消費者在意的是產品的品質，但是因為消費者

能獲得的資訊不充分，當消費者難以判斷或是商品品質判斷需要高度專業知

識時，「價格」就會成為消費者判斷品質的線索（Monroe,1990），所以，

在這種情況下消費者會願意支付溢價(price premium)以減少購買的風

險、確保自己購買的品質(Png & Reitman,1995)。也就是說，消費者會

願意提高自己的價格接受程度以換取高品質的產品。  

Rao and Bergen（1992）將產品分成經驗性產品（Experienced 

product）和搜尋性產品（Search product）。其研究結果指出在資訊不對

稱的前提下，消費者在購買經驗性產品這種必須購買使用後才能知曉品質的

產品時，買方付出溢價的傾向與對產品品質的敏感程度成正比，而在購買搜

尋性產品這種可以藉由資訊蒐集就能知曉品質的產品時，購買者付出溢價的

傾向與對產品品質的敏感程度成反比。由此可知，消費者對於產品品質的敏

感程度會影響其價格接受程度。越在乎品質的消費者，對於產品的價格接受

程度越高。 

產品品質是消費者對其價格接受程度的基礎，同理可以應用至購買者願

意支付較多金錢給於信譽比較好的賣家，Lander & Smith（1998）以葡

萄酒為實驗材料，結果發現葡萄酒的當前品質和廠商聲譽都會影響葡萄酒的

價格，然而，廠商聲譽對價格的邊際影響遠大於當前品質，其影響差距超過

20 倍以上。Turner 等（1993）以牛隻做研究也發現，具有正面聲譽的牛

隻可以獲得較高的價錢（轉引自萬鐘汶，1998）Strader 等人(2002)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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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家在與信任的賣家交易時，願意多付 7%到 10%的溢價。 

而產品所能獲得的溢價能力大小，則與類似產品間的品牌數量有關，當

品牌數量越多，溢價空間就越小(林碩俊，民 93)，例如市面上的飲料品牌

數目極多，消費者的價格接受程度也就隨之下降，即便是擁有較好聲譽的廠

商，溢價空間也是有限的，因為倘若某商品的價格過高，消費者變會轉向購

買其他品牌。 

（二） 情感滿足型產品 

就情感滿足型產品而言，Silverstein et al.（2003）指出四個重要的

情感層面，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行為，甚至消費者會為了滿足這四種情感而

願意接受比較高的價格，進行「消費升級」(trading up)。這四種情感層面

分別是照顧自己、與人建立關係、探索和個人風格。 

1. 照顧自己(taking care of me) 

在現代忙碌的社會，許多消費者在承受諾大壓力之後，會選擇花多點錢

讓自己有較舒服的生活，比方說買一套要價十幾萬的家庭劇院式音響，照顧

自己的概念包括犒賞自己、方便性、讓自己身心舒暢等等。 

2. 與人建立關係(connecting) 

與人建立、維持或深化關係也是消費者願意花多點錢以滿足的情感，比

方說購買服飾、彩妝以讓自己更有魅力來吸引伴侶或是購買較高級、較健康

的器材、食物以照顧家人。 

3. 探索(questing) 

探索的概念是近年來興起的領域，根據 Silverstein et al.（2003）的

調查，有 70%的消費者認為「知識，就是最大的奢侈」，消費者購買探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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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品來體驗人生、滿足好奇心，比方說旅遊就是一種探索性的產品。 

4. 個人風格(individual style) 

許多品牌的溢價來自於個人風格的塑造，最經典的例子莫過於哈雷機

車，透過品牌、產品創造自我風格，為一種符號式、象徵式的消費。 

本研究所關注的節日套餐可謂是一用以滿足人與人相處的情感的商品，與

Silverstein et al.指出的四種情感中的「與人建立關係」所描述的情感層面最

為貼近，因此以下本研究將詳細介紹其中內涵。 

「與人建立關係」包括三個層面：(1)吸引、(2)撫慰、(3)產生歸屬感。 

(1) 吸引(attracting) 

正在尋覓伴侶的人，經常有意無意利用「商品」替自己取得優勢，因為

所穿的衣服、點的酒、相約的餐廳都象徵著一個人的品味、知識和成就。對

於消費者而言，這些較貴的商品不但有助於自己「炫耀財富」，還可以「遮

蓋缺點」，一些在外觀上有些缺陷或處於劣勢的人，非常願意提高自己對產

品的價格接受程度，只為了讓自己可以提高競爭力。因此，個人會願意花比

較多的錢帶伴侶前往高級餐廳享用高價的節日套餐，以利用溢價來顯示財

富、爭取好感。 

(2) 撫慰(nurturing) 

現代人常常因為忙碌、缺乏相聚時間，許多人會選擇以商品來維繫人際

和家庭成員的關係。他們為了要確保在一起的時間能有品質、有收穫，所以

他們會願意付出較多的金錢以換得相聚的品質。又或者當彼此無法相聚的時

候，商品就會成為一種補償，甚至用來代替被遺忘的時刻。許多富有人家會

讓小孩擁有一切他想要的物質生活，就是這一層道理。撫慰的概念說明了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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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與他人相處時間不足的時候，倘若因為節日而使得他們相聚，人們會因

為希望這份套餐的品質是沒有問題的，所以願意多花錢，也會企圖藉由多花

錢來補償自己平時的疏於聯絡。 

(3) 產生歸屬感(belonging) 

消費者也會藉由高價產品讓自己能和志同道合的人或是社會群體取得

相同之處。比方說消費者會藉由喝 starbucks 的咖啡以突顯自己是雅士、

藉由穿著昂貴的名牌服飾以讓自己好像是上流社會的一份子。 

三、小結 

綜上所述，產品帶來的消費價值會左右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在功能滿足型的

產品中，許多研究都證明了消費者會為了得到比較高品質的產品，而付出比較多

的金錢，而 Silverstein et al.（2003）的研究則說明了消費者會為了獲取自己

所渴望的情感價值而提高自己的價格接受程度，以支付較多金錢的方式換得自己

期望獲得的情感或是消費經驗。 

而節日套餐的本質就是經由消費的過程，與人建立、維護、深化關係，不管

是因為消費者的動機是為了炫耀自己、吸引對方，還是希望確保相聚品質、補償

對方，節日套餐確實能帶給消費者能「與人建立關係」這樣的價值。本研究推論

當消費者越渴望獲得與人建立關係的情感時，對於節日套餐的價格接受程度就會

越高。因此，本研究將以人際需求動機這樣的內在特質作為變項，以討論其是否

會影響消費者對於節日套餐的價格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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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人格特質對節日套餐價格接受程度之影響 

就前面章節所述，希望滿足人際關係的情感是影響節日套餐這項商品的價值

核心，故本研究在探討消費者人格差異時，將採取測量受訪者「人際需求動機」

的方式作分析。  

過去學者對人際關係各有定義。Newcomb(1953)認為人際關係是彼此對

外在目標所採取的行動。Theodorson(1970)將人際關係視為維持社會互動所

產生的個人關係型態。一般而言，人際關係會被定義為兩個人之間彼此互相影

響、互相依賴 (Kelley et al.,1983)，而且，彼此的互動維持一段較長的時間

(Hinde,1979)（轉引自陳皎眉，民 86）林淑華(民 90)從 Erikson 的心理社會

八時期理論整理出人的一生當中有四種人際關係，分別是親子關係、同儕關係、

親密關係、工作場合中的人際關係。 

影響人類人際關係的因素甚多，包括性別異同、社經地位、教育背景、人格

興趣、社交技巧、宗教信仰、族群意識和生態環境等，每個人在不同的人生發展

階段都會有不同的人際交往對象與互動模式。此外，人際互動中因個別差異所導

致力身心壓力與人際衝突，不但會影響個人的人際關係、自我概念與生活適應，

甚至會影響到個人的身心健康、生活態度和生涯發展。（徐西森，民 87） 

有關人際關係的研究始於一次大戰期間由美國社會學家Cooley和Mead大

力推動，此後人際關係一直受到社會學、心理學和教育學的重視（楊錦登，

2000），長期以來，學者們由心理需求、社會行為、溝通互動等層次發展出許多

不同的理論，本研究提出社會交換論(theory of social exchange)和人際需求

論(theory of interpersonal need)兩種理論，以瞭解個人內在的人際需求和

其行為的關係，以及個人在人際互動上的運作模式。藉由瞭解個人的人際需求與

人際互動之後，推論節日套餐在人際互動中的角色，以及不同人際需求動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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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如何看待節日套餐。 

（一） 社會交換理論(theory of social exchange) 

Thibaut & Kelley（1959）的交換理論指出社會互動其實就是一種交

換行為，個人在交換行為時，必然考慮過可能牽涉的利益和報酬。換言之，

在交換過程中，個人對與他人互動所可能產生的利益，必先加以估量，如果

在交換過程中，雙方不能得到滿足的結果或報酬，則沒有交換的必要。人際

關係就可藉由互動獲得報酬(reward)與代價(cost)的交換而得到解釋，其

中報酬指的是一些社會酬賞，如愉快的感覺、聲譽、感情滿足等，而代價指

的是為了維持雙方關係而付出的時間、精力、金錢、互動的壓力等。 

交換理論認為人際關係的互動，就是個人與個人之間在交往過程中，對

報酬和代價的計算和運用。(丁興祥、李美枝、陳皎眉，1996:116），在兩

人的「給和取」的過程中，會發展出三種報酬和代價的關係：對稱的報酬、

對稱的吃虧、雙方代價與報酬不對稱，如圖 2-1 顯示「對稱的報酬」指自

己和他人的關係處在雙方為對方付出的代價極小，而從對方獲得的報酬極

大，是一種雙贏的局面，如此的人際關係就能繼續維持；「對稱的吃虧」則

是雙方都知道彼此為對方的付出代價極大但雙方獲得的報酬根本不存在或

是近乎於零，處於一種雙方皆吃虧的模式；然而，當雙方的代價與報酬不對

稱，一方認為自己付出代價較多而所獲得報酬較少，但對方獲得報酬較大但

付出較小，這樣的人際關係就容易破裂。（時蓉華，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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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人際關係一般模式 

 

 

 

 

 

資料來源：《社會心理學》(pp.345-346)，時蓉華，1996，台北：東

華 

總而言之，社會交換理論強調社會互動過程中的社會行為是一種商

品交換，也就是說人與人之間相互交換的報酬與代價相互抵銷而得到為

正或為負的結果，即可決定雙方互動關係持續與否。 

本研究認為節日套餐在人際互動的過中的角色，可能是個人給予他

人的一種禮物，這時節日套餐就相當於給對方報酬，個人藉由送對方節

日套餐這份禮物來深化雙方的關係；節日套餐也可能是一種聚會形式，

眾人藉由彼此共同付出金錢、時間、獲得相處的愉悅，假使參與聚會的

人認為所付出的金錢是大於節日套餐帶來的愉悅，那就是屬於對稱的吃

虧，反之則是對稱的報酬。 

（二） 人際需求理論(theory of interpersonal need) 

1. Masolw 需求層次論(need hierarchy theory) 

Masolw 的需求層次論，將人類的需求歸納為五種基本類型與層次，如

圖 2-1。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需求(safety needs)、社

會需求(social needs)、自尊需求(esteem needs)、自我實現需求

(self-actualization needs)。其中社會需求是說明個人有避免被孤立、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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寞、的痛苦，以及對於歸屬、愛、友誼的需求，這一部份說明了人的基本需

求中包含了人際關係，換言之，個人會因為希望滿足人際需求而產生消費行

為，節日套餐也屬於滿足人際需求的消費行為之一。 

圖 2-3 Masolw 需求層次論(need hierarchy theory) 

 

 

 

 

 

 

 

2. William Schutz 人際需求論 

Schutz 認為人際需求有三個向度，三者均可呈現主動性（正向）、被動

性（負向）：  

(1) 親密(affection) 

「親密」的需求反映出個人表達和接受愛的慾望。親密程度太低的

人，對己身的情感沒有信心，常避開人群；而親密需求極端強烈者，則

常藉著尋求他人的喜歡，以減輕其內心的焦慮。這兩種人的潛意識中，

都有強烈的親密需求。只有親密需求適當的人，才能一方面接受他人的

情感，另一方面接受他人的拒絕。 

(2) 歸屬(inclusion) 

「歸屬」的需求反映個人希望被團體接受和關懷的慾望。在人群之

間被孤立是令人害怕的，因此使人們產生歸屬的需求。歸屬需求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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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傾向內向或退縮，時時與他人保持距離，並且不與他人談論個人隱

私，但是其實內心也很渴望有人注意、關懷。反之，歸屬需求過高者，

會極端的尋求他人的接納，到處尋找朋友以獲得注意。唯有歸屬需求適

當者，才能在人群中進退自如，與他人維持良好關係。 

(3) 控制(control) 

「控制」需求是希望自己成功的支配周遭的人事物，或者個體在權

力上影響他人，建立並維持滿意的需求關係。控制的需求是一從主動控

制他人到被動受他人控制的連續帶，一般而言，控制需求較低者，較服

從權威、不願負擔做決定的責任。控制需求較高者，雖然競爭性強，但

亦無法負擔責任。唯有控制需求適當的人，才能成功的扮演角色、適度

的調整自己的位子。 

除了這三種向度之外，Schutz 又將行為表現區分為主動和被動，經由

這兩種行為的表現可發展出六種基本人際關係取向，如表 2-3。舉例而言，

倘若一個人是歸屬動機很強又趨於主動的人，就會喜愛與他人交往，並且積

極的參與社交活動，反之，若是歸屬動機很弱又是被動者，則可能內向退縮。

藉由這六種人際關係取向，可以瞭解一個人對於參與社交活動、與他人相處

的渴望程度。本研究欲探究的節日套餐和人際親密需求和人際歸屬需求比較

相關，故本研究將以人際親密需求和人際歸屬需求做為人際需求動機的衡量

指標。 

表 2-1：基本人際關係取向 

 主動性 被動性 

接納 主動與他人來往 期待他人接納自己 

控制 支配他人 期待他人引導自己 

情感 對他人表示親密 期待別人對自己表示親密 

資料來源：《心理學與心理衛生》(pp.272)吳錦鳳等編著，1986，高雄，高

雄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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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人際需求動機會影響個人對於人際互動的態度，而在人際互

動的運作過程中，社會交換理論的模式說明了關係的維持、深化或破裂的原

因，節日套餐在社會交換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可能是一種單方面給予對方的

報酬，也可能是彼此共同付出、也共同獲得的報酬。因此，當個人積極的想

與他人建立、維持或深化關係時，就會比較願意付出代價、給予對方報酬以

換得彼此關係的延續。 

由於不同人際動機需求的人表現出來的行為模式就有所不同，因此本研

究推論人際歸屬需求較高者，會希望自己能融入團體之中，因此當團體有活

動時，會希望自己被邀請，也會積極的出席以避免自己有落單的感覺，反之，

人際歸屬需求較低者，比較內向、退縮，對於參與團體活動沒有太大興趣，

若是活動沒有足夠的吸引力就會傾向不出席。而人際親密需求較高者會喜歡

與人相處，願意對他人表達自己內心的情感，也會在特定節日時不吝嗇的向

他人表達自己內心的情感或感謝，反之，人際親密需求較低者，不習慣與人

太過親密，不善於表達自己的情感或處理真情告白的場面。 

前面文獻曾論述節日套餐的特性以及情感滿足型商品的消費價值，本研

究藉此推論節日套餐是消費者得以與特定關係的人同聚一堂慶祝節日的活

動之一，而此時消費者也會願意藉由付出較高價格來吸引對方或是補償對

方，因此本研究認為人際歸屬需求和人際親密需求越高者，越願意為了能夠

與對方維護、深化人際關係的活動而提高自己的價格接受程度。 

故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1：人際歸屬需求越高者對節日套餐價格接受程度也會越高。 

H2：人際親密需求越高者對節日套餐價格接受程度也會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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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人口變項對節日套餐價格接受程度之影響 

本研究企圖從過去的文獻、研究或調查中尋找與節日套餐價格接受程度有關

的變項，此外，節日送禮是人際關係管理重要的一環，送禮的行為模式代表了該

消費者對於與他人建立關係的期望，也就是說，禮物這樣商品本質上與節日套餐

在人際情感滿足上的效用有異曲同工之妙，因此本研究將引用節日送禮的消費行

為來藉以推測與節日套餐價格接受程度有關的人口統計變項。 

一、 性別 

性別上的差異除了先天上生理上的差異之外，在個體社會化的歷程當

中，男性和女性都被教導著要扮演好屬於自己性別的角色，一般而言男性被

教導要剛強、理智、有自己的想法而女性則被教導成要體貼、要溫柔，傳統

上會認為女性因為被教導要善解人意，所以比較容易受到周遭的社群影響，

但是男性大多愛面子，在意別人看自己的眼光，希望受到社群的肯定。因此

男性和女性在人際需求這方面的情感滿足上值得深入探討。根據東方消費者

行銷資料庫（E-ICP Eastern Integrated Consumer Profile）2006 版

行銷資料庫的調查，在耶誕節有送禮習慣的人口中，女性送禮的比例較高，

但是將性別與送禮金額交叉分析之後發現，男性送禮金額以 200 元以下以

及 1,001～1,500 元居多，但女性的送禮金額則多集中在 200 元以下、501

～1000 元，顯示男性送禮的比例雖然比女性來得低，但是在送禮金額上要

比女性來得大方。而根據聯合理財網的統計，吃情人節大餐時多由男性付錢

（佔 73.7％），這顯示在節日套餐的消費上，性別的不同確實在消費行為

上產生了差異。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3：不同性別對節日套餐價格接受程度會有差異，且男性對節日套餐

的價格接受程度比女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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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年齡 

若以送禮行為來分析，根據傳立媒體集團在 2007 年的調查顯示，不同

節日的送禮年齡層有所差異，年輕族群以情人節、聖誕節為主；一般傳統節

日則是成年人送禮的時機。但是，30 歲到 39 歲的族群則是送禮的大宗，

不管是年輕人喜愛的節日還是傳統節日，30 到 39 歲的人都有送禮的行為。

本研究認為，節日送禮行為一般被認為是促進人際關係的方法之一，有送禮

的行為通常代表著願意花錢以深化人際關係。故本研究有以下假設： 

H4：不同年齡對節日套餐價格接受程度會有差異，且年齡層在 30 到

39 歲者對節日套餐價格接受程度較高。 

三、 經濟能力 

「滿足慾望是人類經濟行為的最終目的，而消費就是滿足人類慾望最直

接的行為」經濟能力通常代表著一個人消費的能力，東方消費者行銷資料庫

2002 版調查月收入與商品價格重視之間的關係，調查結果發現在意價格的

比例可分成三個階層，無收入到兩萬元之間在意價格的比例最高，第二階層

為月收入三萬到四萬之間，在意價格的人數比例約成五到四成，第三階層為

月薪五萬元以上，在意價格的比例驟降至一成。顯示經濟能力會影響人們對

商品價格的在意程度，對價格在意程度較低就代表比較願意以高價來換取自

己所希望獲得的商品功能或情感滿足。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5：不同經濟能力對節日套餐價格接受程度會有差異，且經濟能力越

高者對節日套餐價格接受程度越高。 

四、 家庭狀態 

家庭狀態代表著婚姻的狀態、家庭內的人口數、年齡等，有些學者甚至

認為以家庭狀態作為變項在某些時候比利用年齡變項更具解釋效果。而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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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行為外，社會政策、心理治療、產品行銷等，也往往與家庭生命週期密

切相關（劉一龍，2000）。亦有研究指出當為人父母之後，行為模式會有所

改變，且女性在為人母之後的改變比男性為人父之後的改變來得大

（Raymore et al.,2001）。 

本研究將家庭狀態分為未婚、新婚期（沒有子女）、滿巢一期（已婚，

有學齡前小孩）、滿巢二期（已婚，小孩在學）、空巢期（已婚，小孩已經濟

獨立）。婚姻狀態不同在對人際關係的重視和處理上通常就會有不同的行為

模式，如聖誕節的時候，父母會認為這是一個與家人共度的節日，但未婚的

人就會選擇外出與朋友狂歡。根據東方消費者行銷資料庫 2003 版行銷資料

庫的調查顯示，各個族群都很重視與家人團聚，但相較於其他家庭狀態的族

群，新婚期和滿巢一期的人比較重視友情和愛情，與朋友相聚時和擁有愛情

兩件事情使新婚期和滿巢一期的人感到滿意，這代表婚姻狀態確實在不同種

類的人際關係重視上有差異，在每個族群都很重視與家庭成員的相處的同

時，新婚期和滿巢一期的人對於朋友和情人之間的人際需求顯得相對的高，

因此本研究認為，相較起來，新婚期和滿巢一期的人會比其他族群的人更願

意為了尋求與各種關係的人建立情感而付出比較高的價格。然而，滿巢一

期，一方面有扶養小孩的壓力、一方面要為自己日後的退休做打算，因此需

要預留更多的金錢以防患未然，在消費上也會比較精打細算。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6：不同家庭狀態對節日套餐價格接受程度會有差異，且家庭狀態為

新婚期者對節日套餐價格接受程度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