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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針對心情的相關文獻，釐清心情的概念。將心情與另外三種心理狀

態的不同之處做一整理。第一節，首先介紹與心情相關的定義，並針對負面心

情部份加以分類討論；第二節，討論心情修復理論以及心情修復與消費行為之

間的關聯性；第三節，將介紹本研究所採用的零食類型分類，然後以心情修復

觀點推導出消費者在負面心情時選擇零食類型之差異的關聯。 

第一節 心情（Mood） 

心情是人類普遍具有的自然反應狀態，它在人們生命中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對於個人來說，了解心情、面對心情並進而修復負面心情，是保持心理平

衡的重要議題；而行銷人員若能深入了解消費者為了修復心情所伴隨而來的消

費行為，將對行銷操作有所助益。 

一、 心情的定義 

自 1982 年，學者 Clark 與 Isen 定義心情至今，許多研究者都想要將心情

加以清楚定義，但由於所關注的焦點不同，研究者們對於心情的定義也十分多

元。以 Luomala 與 Laaksonen 兩位學者所整理之研究為基礎，相關研究對心情

的定義可以大致分為兩種：第一種目的是想解釋心情「是什麼」；第二種研究

則把心情當作是一種功能性的反應，重點在於「為什麼」會有心情（夏康寧，

2007）。第一類的研究認為，心情是一種主觀的心理狀態，人們難以意識到引

發心情的明確原因，而且比起情緒（emotion），心情持續的時間較長（Peiters & 
van Raaij, 1988），不會打斷伴隨心情發生時所進行的行為（Isen, 1984）。第二

種的研究則認為，心情會引起自我調節的功能（self-regulation），也就是「心情

不好」這個狀態會給人們一個信號（signal），提醒個人要利用各種方式來調節

心情（Morris, 1989）。根據學者 Luomala 和 Laaksonen（2000）所使用的架構，

本研究整理出先前學者們對於心情的定義如下： 
表 2.1.1：心情的定義整理 

作者 定義 

Clark & Isen（1982）
Isen （1984）

Gardner（1985）
Batra & Ray（1986）

Pieters & Raaij（1988）
Derbaix & Pham（1991）

心情是種人們主觀察覺的整體性感受狀態

（ feeling states ），它是溫和而不被察覺的

（pervasive），而且也沒有明確的目標對象。心

情發生頻率較高、持續時間較長，但不會打斷當

時（正在進行）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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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ris & Reilly（1987）
Morris（1989）

心情被定義為較普遍皆同的（diffuse or global）
感受狀態，且可能導致人們採取自我調節的行為

動作（self-regulatory action）。 

Morris（1992） 心情反映出個人的生理、心理狀態。 

Bagozzi, Gopinath 
& Nyer（1999）

心情的延續時間比情緒（emotion）持久；但是

心情的強烈程度比情緒弱。 

Gnoth, Zins, Lengmueller,
& Boshoff（1999）

心情是複雜的情感狀態，它沒有特定的目標對

象，是一種對於過去經驗的反應及感受狀態。 

Gardner（1987）
夏康寧（2007）

心情是由情感（ affective ）所引發的一般

（ordinary）感受狀態，與情緒不同之處是，心

情沒有方向性或強弱之分。 

改編自資料來源：Luomala & Laaksonen（2000）,  
＜Contributions from Mood Research＞ 

二、 心情與情感、情緒、感受之區別 

 除了心情之外，人擁有其他不同程度的心理狀態，包括情感、情緒與感

受。以下分別針對這四種心理狀態作簡單的介紹： 
(一)「情感」（affect）就是個人對於價值觀的表現（Martin & Clore, 2001）。 
(二)「情緒」（emotion）是由外在環境（或事件）之刺激或內在的身體狀況，

所引發的內在個體自覺的心理失衡狀態。在這種心理失衡的狀態下，個體

除了會有主觀的感受之外，生理上也會有伴隨情感而來的變化（如：當處

於憤怒、恐懼時，生理上會心跳加速）。 
(三)「心情」（mood）與情緒不同之處在於，情緒是有方向性、有目標對象的，

而心情的目標對象是不明確的。 
(四)「感受」（feeling）是泛指內在對於情感或認知過程的各種反應，包含：身

體上的感覺（如疼痛），認知上的經驗（如，驚訝、困惑），情感上的感覺

（如，快樂、尷尬、偏好）（Martin & Clore, 2001）。 
以上四種常見的狀態中，最難以區分的就是心情與情緒。情緒與心情是兩

個相近卻又不同的概念，情緒是有目標與指向的，是針對某些人、事、物所引

發的；而心情則否，心情沒有明確的目標與指向，而且情緒在程度上比心情強

烈許多（Gardner, 1985; Schimmack & Simer, 1988; 夏康寧，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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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情之分類 

 關於心情的類別，許多學者長期以來說法各不相同。基本上心情主要可以

被區分為正面心情（pleasant）與負面心情（unpleasant）兩大類。曾經有學者

利用問卷調查，先請受試者評比典型的心情形容詞，再請受試者評比每個形容

詞的相似性，並將蒐集到的資料利用階層式的分析將心情形容詞分類為正面

（pleasant）與負面（unpleasant）兩大類。其中正面心情群集下，又可細分為：

愛、喜悅（joy）、平靜與感情上的溫暖（sexual warmth）；負面心情群集下，也

可細分為：憤怒、恐懼、悲哀，而每個心情類型又包含許多心情群集。（Gardner, 
1985; Shaver, Schwartz, Kirson & O’Connor, 1987；轉引自夏康寧，2007）。正面

心情在不同次類別可以分為，快樂的、愉悅的、被逗樂的（amused）、自信的、

興奮的、放鬆的（relaxed）等狀態。而負面心情則包含：憤怒的、焦慮的、無

聊的、沮喪的、尷尬的、害怕的、挫折的、有罪惡感的、有敵意的、嫉妒的、

傷心等狀態。  
表 2.1.2：正面心情與負面心情的階層群集 

正面（pleasant） 負面（unpleasant） 

Love Joy Surprise Anger Sadness Fear 
Love 

Adoration 
Affection 

Compassion 
Lust 

Longing 

Joy 
Amusement 
Happiness 

Ecstasy 
Pride 
Relief 
Hope 

Surprise 
Amazement 

Astonishment

Anger 
Irritation 

Frustration 
Outrage 

Bitterness 
Hate 

Disgust 
Contempt 

Envy 
Jealousy 

Sadness 
Agony 
Hurt 

Depression 
Disappointment 

Guilt 
Shame 
Regret 

Embarrassment 
Loneliness 

Fear 
Anxiety
Horror 
Worry 

Distress

資料來源： Shaver, Schwartz, Kirson & O’Connor （1987）, ＜Emotion knowledge: 
Further exploration of a prototype approach＞；轉引自夏康寧（2007） 

 
 學者 Mehrabian 與 Russell（1974）依據心情的三個面向：開心或不開心

（ pleasure-displeasure）、激發或冷靜（ arousal-nonarousal ）、支配或從屬

（dominance-submissiveness），將所有心情分類，也進一步地將負面心情「憤怒」

與「焦慮（anxiety）」加以清楚區別。負面心情的分類也是眾說紛紜，學者

Johnson-Laird 與 Oatley（1989）、Watson 與 Clark（1992）認為，哀傷（sadness）、
恐懼（fear）和憤怒（anger）是幾個基本的負面心情類型。而學者 Luomala（2002）
則將負面心情分為三種：惱怒（irritation）、壓力（stress）和沮喪（de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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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負面心情有很多類型，本研究將鎖定在探討哀傷對於零食選擇的影

響。主要基於以下兩個種理由：首先，在探討心情影響食物選擇的相關文獻中，

因為操弄消費者的憤怒與恐懼心情實有違研究倫理，先前研究多以哀傷的心情

為主，再者，也曾有研究針對處於壓力的人選擇之食物類型做研究，發現感到

壓力的人會消耗較多的高熱量甜食（Oliver, Wardle & Gibson, 2000），但由於考

量操弄壓力之難度與成本皆高於操弄哀傷心情之執行難度，因此不考慮以壓力

為本研究欲操弄之負面心情。 
曾經有學者操弄人的快樂（happiness）、悲傷（sadness）和中性（neutral）

等正、負、中性心情狀態，並記錄當受試者在這三種不同的心情狀態下，消耗

較多何種類型的零食（Garg, Wansink & Inman, 2007），其研究認為，零食本身

具有的享樂性特性，會調節受試者最終選擇，但其研究中並沒有對所使用的零

食類型提出明確分類的基準；本研究希望能延續學者 Garg 等人所選擇的心情

類型，以更明確的零食類型劃分進行討論，以期能更確定人們在不同心情狀態

下可能選擇的零食類型差異。 
基於以上的理由，本研究將排除操弄憤怒、恐懼與壓力的心情類型，並且

以哀傷這樣的負面心情為研究之探討對象。本研究參考先前學者對於心情管理

的相關研究而來，發現多數文獻以討論「悲傷」這樣的負面心情類型為主，而

悲傷之相對應的正面心情即為「快樂」，因此本研究分別選擇「悲傷」與「快

樂」為欲探討的負面與正面心情。 

四、 小結 

 心情是人受到外界刺激的自然心理反應。它可能影響人類的生活與行為選

擇，因此，為了使生活處於平衡，人們必須好好面對負面心情，在必要時修復

不好的心情以維持良好的心情狀態。為了將負面心情轉換成正面心情而產生的

行為，是許多研究者關心的議題。過去研究討論了心情的定義，並嘗試將心情

分類，本研究認為，由於心情的階層群集包含很多不同的心情類別，因此將所

欲探討的心情分為正面心情與負面心情兩大類是較為適當的方式，本研究將針

對正面心情中的「快樂」與負面心情中的「哀傷」兩個心情狀態進行討論，探

討在不同的心情狀態中，會對消費行為產生如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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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心情修復理論（Mood Repair Theory） 

一、 心情修復 

人都是享樂導向的，追求愉悅快樂（pleasure）並避免痛苦（pain）是人的

天性（Chang, 2006; Gendolla, 2000）。一般人在面對負面心情時，會透過許多方

式來轉換心情。學者 Luomala（2002）透過親身訪談的方式，列出許多種消費

者宣洩心情的方式，本研究參考學者 Luomala 的研究並以其他相關研究為基

礎，歸納出消費者改善心情的方式有以下五種：（一）轉移注意力，如：幻想

自己身處異地或出國遊玩、看書、聽音樂（Chen, Zhou & Bryant, 2007）、看電

視、玩電腦遊戲；（二）放縱自己，如：到高級餐廳享受美食、逛街購物；（三）

充生理的電，如：泡澡、泡溫泉、洗蒸氣浴；（四）逃離現實，如：睡覺、短

期旅行、度假、看電影或演唱會；（五）以勞動抒發情緒，如：打掃環境、咀

嚼食物。這些方式是大多數人們在面對負面心情時可能採用的心情紓解方式，

而這些改善心情的行為，都被歸納到心情修復理論中加以解釋。 
根據 Kacen（1998）的研究，引用 Isen（1985）提出的心情保持與修復理

論（mood-maintenance/ repair）指出，人在心情不好的時候會想要改善壞心情、

自然地想要遠離負面心情，或是減低壞心情的程度；在心情好的時候會傾向維

持目前的好心情，希望能延長好心情持續的時間，或是加強好心情的強度

（Zillmann, 1988）。例如，當人們處於負面心情時，會主動地回溯（retrieve）
快樂的回憶，來修復目前的負面心情狀態（Joormann & Siemer, 2004）。 

二、 負面心情與消費行為 

心情需要察覺和調節，而不應該受到壓抑、忽略或否定，任何心情都需要

適當的表達和管理，才能夠得到宣洩，也才能避免心情累積所產生的嚴重後

果。在處於負面心情狀態時，人們可能會利用消費的方式來排遣或修復所處的

心情狀態，而消費者為了修復心情所產生的消費行為是很有趣的。以下將討論

負面心情如何影響消費行為，以及負面心情與消費行為之間的關係。 
負面心情在大多數人們的消費行為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當人們心情不

好時，可能藉由消費各種商品或服務來改善不好的心情（Luomala, 2002）；而

且許多人心情不好的時候，主要的心情修復方式就是消費（Gould, 1991）。消

費的行為有調整負面心情的功用，即使某些消費行為可能導致不好的結果（購

物會花費大筆金錢、吃東西會攝取過多熱量），但對於消費者來說，這樣的方

式還是可以有效地改善負面心情（Luomala & Laaksonen, 1999）。這樣的論點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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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人們身處負面心情的狀態時，會藉由消費來發洩，並進而修補壞心情。 

三、 補償性消費（Compensatory Consumption）  

過去有研究曾經提到，購物、產品消費與媒體使用可以達到心情修復的效

果，但先前討論的心情修復研究著重的是負面心情的修復方法，並未解釋為何

購物、產品消費或媒體使用是有效的心情修復方式，而 Grunert（1993）提出之

補償性消費（compensatory consumption）的說法，可以用來解釋為何透過前述

的方法能成功地修復負面心情：當 X 缺乏時，可以補充 X 來回復正常；但也

可以補充 Y 來回復正常，這種補充 Y 的現象就叫做「補償性消費」。 

 

改編自參考資料：Grunert（1993）， 
＜On gender differences in eating behaviour as compensatory consumption＞ 

 

換句話說，當一個人缺乏快樂的心情時，根據心情修復理論，人們會想辦

法找娛樂或其他方式來改善自己的壞心情，類似地，以補償性消費的角度來

看，人們會以不同的方式來補充心情上的不足。 

四、 心情修復的慰藉 

當人們在負面心情狀態時，會尋求各種方式來將原本的負面心情改善為正

面心情，或使負面心情得到舒緩。根據先前的文獻，與消費行為相關的心情修

復方式大致可以分為三種：（一）媒體使用、（二）逛街購物、以及（三）產品

消費。以下將分別介紹這三種心情修復方式及其效果。 

（一）媒體使用（Media Use）  

媒體使用是最多人尋求娛樂的來源（Reid & Brown, 1996）。普遍來說，媒體

使用是功能性的，而且有助於調節心情，並使人們能因應所接受的刺激

（Knobloch-Westerwick & Alter, 2006）。一般人們可以透過媒體使用來修復心

缺乏 X 補充 X 

缺乏 X 補充 Y 

圖 2.2.1：補償性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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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因為媒體能提供有效的刺激（stimuli）來幫助調節心情（Knobloch, 2003）。
媒體使用所提供的刺激十分多元，包含電視節目、音樂、書籍、電腦遊戲，以及

廣告等，而人們使用這些媒體刺激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尋求娛樂、轉換心情。 
觀察生活周圍，以電視內容為例，我們的電視節目中充滿了許多搞笑電影、

無厘頭的整人單元、以逗人發噱為目的的綜藝節目，或是不需要花費時間、心智

資源理解的連續劇1。現代人因為生活步調加速、承受的壓力變大，常常需要許

多出口以宣洩負面心情或壓力。而透過先前的研究可以瞭解，一般人在使用媒體

時，尋求的就是媒體所提供的娛樂與刺激，例如：人們觀看電視節目來排解不好

的心情，或是讓自己感覺更快樂、更開心。Zillmann（1988）研究中指出，心情

不好的人會選擇較有趣的媒介內容（如：喜劇類），由此我們可以推論，當閱聽

眾心情不好時，會經由特定媒介內容的接收來抒發其負面情感。除了媒體中的節

目內容，廣告內容也因為其提供的娛樂性（Coulter, Zaltman & Coulter, 2001），

可以有效減輕受到節目情境引發的負面心情（Chang, 2006）。其中，在使用媒體

作為壞心情或壓力宣洩的管道時，男女之間的選擇差異也曾經被學者們討論。 
男性與女性在受到正、負面刺激時，所使用的媒體內容是不同的。根據學者

Knobloch-Westerwick（2006）的研究，在面對負面心情（研究中是指angry moods）
時，女性會透過媒體使用選擇正面訊息內容來紓解厭惡的心情，但是男性會持續

選擇負面訊息內容來延續其負面心情。 
以生理的角度來看，學者Stern（1993）認為，男、女性由於天生的差異，

在心情的反應（mood responses）也會有所不同。社會心理學家Blackhart，Kilne，
Donohue，LaRowe與Joiner（2001）提出，在負面心情狀態下，男、女在作判斷

的時候，腦部活躍的區域是不一樣的。 
總和以上的研究發現可以知道兩個重點：一方面，媒體使用也可做為心情修

復的一種方式；另一方面也顯示出，男女在面對相同刺激時，會產生不同的媒體

使用選擇及不同的心情修復反應。因此可推論，男女在面對相同心情刺激時，所

做出的心情修復方法選擇是可能有所不同的。 

（二）逛街購物（Shopping）  

除了媒體使用之外，逛街購物（shopping）同樣也可以幫助人們解放壓力

或紓解心情。美國劇作家 Arthur Miller 認為，逛街購物是心情不好時的解放方

式： 

                                                 
 
1資策會市場情報中心，針對台灣家庭收看電視的節目類型的偏好調查中發現，國內觀眾最喜

歡收視的節目類型為新聞報導，約占 50﹪；其次為連續劇，約占 35﹪，第三高的則為娛樂綜

藝節目，占 34﹪（媒體識讀教育月刊，第 1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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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s ago a person, he was unhappy, didn't know what to do with himself - he'd 
go to church, start a revolution - something. Today you're unhappy? Can't figure it 
out? What is the salvation? Go shopping.（Arthur Miller, 1968） 

根據學者 Cullen（1990），逛街購物是僅次於媒體使用（television watching）
以外大多數人尋求娛樂的方法。現代人生活中承受了許多負面的心情、壓力，

人們透過逛街購物來得到新鮮感與樂趣。紐約市長朱利安尼在 911 事件後安撫

紐約市民：「放假一天，去逛街吧。（Take a day off,...go shopping!）」，其用意是

希望逛街可以提供紐約市民一種療傷止痛的效果（李玉瑛，2006）。人們在逛

街時有沒有買東西可能不是最重要的；逛街過程中所接收的視覺刺激、空間享

受，或是逛街本身的走逛勞動體驗，都可能助於紓解負面心情或轉移壞心情。 

同時，有研究證明，消費者經由逛街購物能有效的舒緩心情（Luomala, 2002; 
Kacen, 1997），因此逛街購物也可以被視為消費者調節負面心情的一種方式。

曾經有許多文獻針對強迫性購買（compulsive buying）之行為進行討論，但由

於本研究認為強迫性購買是心理的失調狀態2，而且強迫性購買的產生原因多數

是源於焦慮與壓力（邱永林，2007/10/26），這樣的心情類型與所造成的行為不

在本研究之討論範圍。 

（三）產品消費（Product Consumption）  

根據學者 Luomala（2002）年的研究，作者透過訪談方式，探討男、女為

了抒發心情而產生的消費行為，所可能衍生出的八種治療性（therapeutic）活

動，而本研究整理出其中與消費行為有關的四項心情修復活動：自我放縱

（self-indulgence）、再充電（recharging）、以勞動身體來釋放壓力（discharging）
甚或是去度個假（retreat）來抒發負面心情，以下分別說明這四種方式修復心

情之效果。 

1. 自我放縱（self-indulgence）：受訪者指出，當自己處於負面心情（stressed）
時，會比平常時候容易對於食物有較強的渴望，會想要去消費較高級（better）
的食物。自我放縱能達到心情紓緩的功能之原因，可能是因為這樣的方式

是非常令人快樂的。 
2. 再充電（recharging）：學者 Luomala 的研究中，受訪者認為有負面心情時，

可以利用他們自認為可有效使自己再次充滿元氣的紓解方式（如，看電影、

洗蒸氣浴等）來恢復情緒。 

                                                 
 
2強迫性購買者在生理上，腦部對於喜歡的物品會比常人更有愉悅反應，而且會有「不買就產

生各種焦慮感」的情形（邱永林情緒 EQ，2007/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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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勞動身體釋放壓力（discharging）：有些人則認為，咀嚼口香糖、糖果或是

吃冰淇淋，等運動身體的方式可以有效紓解他們的負面心情。藉由咀嚼食

物，所有的不開心與壓力都會隨著嘴中咬碎的零食被吞到肚子裡。 
4. 度假（retreat）：有些人則會選擇讓自己休假，透過看歌劇或度假讓自己放

鬆、讓負面的心情與心靈得到調適。 

以上四種負面心情的修復方法之中，「自我放縱」與食物的選擇似乎較直接

相關，是一種消費者以消費食物來暫時性地放縱自我來進行心情修復的方式。以

下將討論心情與食物消費之間的關聯與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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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心情與食物消費 

本章將延續第二節之心情修復觀點，探討心情對於食物選擇之影響；第一

部份將介紹心情對人們食物選擇的影響，第二部份將鎖定於心情對零食選擇的

影響；其次，也會介紹零食之相關概念與定義，並且根據先前研究對於商品的

享樂性定義推導出零食類型的享樂性高低。 

一、 心情影響食物選擇 

心情狀態與行為有關（Gendolla, 2000），而在消費時，不同的心情狀態會

影響人們產生不同的消費行為（Gardner, 1985）。在食物消費的選擇方面，消

費者心情不好的時候，會產生較強的欲望去高級餐廳消費較高級的食物

（Luomala, 2002），以犒賞自己（treat）的方式來使心情變好。因為高級的食

物所帶來的奢侈享受，是平時較難得到的，而且花錢享受豪華餐點可能帶來的

放縱感，會讓消費者得到心理上的滿足。 
根據學者 Christensen 與 Brooks（2006）的研究，當人們分別處於快樂或悲

傷的心情時，會對於素食類（蔬菜、沙拉、水果與牛奶）、高脂肪類（snacks，
此指速食、堅果類與肉類）、甜食類、含酒精飲料與咖啡有不同的偏好。在悲

傷時，人們偏好含酒精的飲料；而在快樂心情時，人們則會偏好素食類、高脂

肪類與甜食類的食物。其實消費者飲用含酒精的飲料，是想減低或消除負面心

情，甚或是想尋求刺激（stimulation），透過飲用含酒精的飲料可以一方面減

低緊張感、轉移（在困難或問題上的）注意力，或是另一方面追求生理上的快

感（enjoyment）（Wills & Shiffman, 1985; 轉引自 Gardner & Scott, 1990）。食

物有「療癒」的功能，有人會藉由適量的「吃」來解決壓力的問題（Luomala, 
2002），換句話說，在吃過好吃的東西之後，心情會特別好、特別有精神。 

以下本研究將從心情修復的觀點出發，探討正、負面心情狀態如何左右人

們的食物選擇，使在人們處於正面或負面心情時，所偏好的食物會隨著心情而

有所不同。 

二、 心情影響零食選擇 

在討論心情與零食間的關聯之前，本研究將先釐清零食的概念及定義，並

從既有文獻中關於商品享樂性之定義的討論推導到零食的享樂性上，最後再介

紹心情如何影響零食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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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零食的定義 

零食的範圍包含廣泛，綜觀學術文獻，極少學者針對零食賦予正式的定

義。本研究參考《零食寶典》中對於零食的定義：零食是指已密封包裝好的散

裝銷售、保存期長久、不用再次烹煮的非正餐小食。大多屬於油炸類、堅果類、

乾燥類、醃製類（包括蜜餞）、烘炒類或者糖菓、膨化類等（池和美，2006）。

而本研究所欲探討的零食則是指：「可於便利商店中販賣，經由密封包裝、即

可食用，而且是點心類的非正餐食品。」 
事實上，零食的出現暗示著社會的生活水平上升。人們不再只是滿足於原

始的飽足需求，而更進一步追求更美味、更有享樂性的食品選擇。而零食的出

現就代表了人們對於正常三餐以外之需求，不論是功能上─在三餐之間扮演填

飽肚子的角色；社交上─在聚會場合或歡樂時刻，扮演調劑的角色；抑或是個

人心情上─在個人處於負面心情時，扮演調節心情的角色，滿足不同的需求。 

（二）零食的享樂性 

 有些商品具有改善心情的功能。透過不正式的觀察，父母親常常利用小餅

乾、糖果來鼓勵不開心的孩子，或是在過生日的時候用蛋糕來慶祝，使氣氛更

歡樂（Gould & Scott, 1990）。 
在心情不好的時候，消費者可以藉由消費商品來改善心情（Gould, 1991）；

而具有享樂性的商品類型，可以引發不同的感受刺激（arousal），並達到使人

情感上滿足的效果（Hirschman & Holbrook, 1982）。享樂性（hedonic）商品，

相對於功能性（utilitarian）商品，是一種能夠滿足消費者情感需求的商品（Kempf, 
1999）。消費享樂性商品，能夠讓消費者產生情感上或感官上的滿足，同時消

費者也可以體驗到享樂的感受（Dhar, 2000）。 
影響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動機，可能來自於功能性或享樂性的需求。根據消

費者的需求，我們可將商品分類為：名望性商品（prestige）、社會化商品

（maturity）、彰顯地位性商品（status）、紓解焦慮性商品（anxiety）、享樂

性商品（hedonic）、功能性商品（functional）（Woods, 1960）。其中，享樂

性商品較能讓消費者產生較多的消費體驗及樂趣（蘇相穎，2007）。而且值得

注意的是，消費者對於商品是否屬於享樂性、或對於商品享樂性之高低評斷，

是來自於消費者自身對於商品的使用經驗或情感感受而定。 
除了商品之外，服務也可以分為享樂性服務與功能性服務；享樂性服務相

較於功能性服務較為個人化、經驗性與娛樂化；而功能性服務是較可觸及的表

現、特質或功能，與理性的功能有關（Stafford, Stafford & Day, 2002）。 
 根據以上文獻對於享樂性商品及服務之分類，本研究認為，零食相對於其

他食物類型，雖然本身具有較高的享樂性，但零食口味中，鹹口味零食與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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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零食，所分別具有的享樂性程度可能是有差異的。曾經有實驗調查消費者在

不同的情緒狀態下偏好的食物，發現消費者在處於擔心（worried）、憤怒、有

敵意（hostile）、感到挫折（frustrated）與無聊（bored）的時候，會偏好甜食

（Lyman & McCloskey, 2001）。 
之前的文獻回顧有討論到，消費時人們體驗的自我放縱感可以幫助修復心

情，如果心情不好時人們偏好甜食，則可推論，甜味零食會比鹹味零食產生較

高的自我放縱感，也因此有較高的享樂性。然而本研究認為，個人對於鹹、甜

的既存喜好會對於鹹、甜的享樂性感受有所影響，對於本身偏好甜口味零食者

來說，甜口味零食所帶來的享樂性可能比鹹口味零食所帶來的享樂性要高；而

喜歡鹹味零食的人，則認為鹹味零食所帶給他的享樂性比甜味零食所帶給他的

享樂性高。 
 根據學者 Woods（1960）對於享樂性的定義，本研究考慮個人對於鹹甜口

味之既存喜好差異的影響，認為個人對於鹹甜口味的喜好會影響其對於鹹甜零

食的享樂性感受，並據此推論，當消費者處於負面心情時，偏好甜口味零食的

消費者會認為甜口味零食有較高的享樂性，而偏好鹹口味零食的消費者會認為

鹹口味零食有較高的享樂性，而對於甜或鹹口味沒有偏好的消費者（同時喜歡

甜與鹹口味者，以及對於甜與鹹口味皆不喜愛者）來說，本研究根據先前研究

結果（Lyman & McCloskey, 2001）推論，沒有偏好甜或鹹口味的消費者會認為

甜口味比鹹口味具有較高的享樂性： 
 

H1-1：對於原本就偏好甜口味零食的消費者而言，甜口味零食比鹹口味零 
食具有較高的享樂性。 

 
H1-2：對於原本就偏好鹹口味零食的消費者而言，鹹口味零食比甜口味零 

食具有較高的享樂性。 
 
H1-3：對於鹹、甜口味零食沒有偏好的消費者（同時喜歡甜與鹹口味者， 
      以及對於甜與鹹口味皆不喜愛者）而言，甜口味零食比鹹口味零食 
      具有較高的享樂性。 

 
 另一方面，本研究推論熱量高的食品與享樂性也有較強的關連。原因在

於，精緻的食品如蛋糕、餅乾等含有較多的糖分與油脂，而具有較高的熱量；

炸雞、薯條等油炸類食品的熱量也相對較高，且食用情境常與朋友聚會、歡樂

慶生或休閒娛樂等情境重疊，所以也易與享樂和愉悅感受聯想在一起。因此，

人們可能會認為，高熱量食品具有較高的享樂性感受。 
除了個人主觀的感知對於高熱量食品具有較高享樂性的感覺外，在客觀生

理反應方面，食用甜的澱粉類食物或高脂肪食物，可以讓食用者得到暫時的心

情紓緩，原因是高熱量甜食有助於血糖的提升，造成人的心情變好，有助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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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立即紓緩心情的效果（Sayegh, Schiff, Spiers, McDermott & Wurtman, 1995），

據此，本研究推論出，高熱量零食會比低熱量零食帶給消費者較高的享樂性。 
 

H1-4：高熱量零食比低熱量零食帶給消費者較高的享樂性。 
 

（三）心情影響零食選擇 

由於國內文獻鮮少從心情修復觀點探討心情對於零食選擇之影響，本研究

期望可以參考國外學者針對心情修復與零食選擇之相關研究結果，來探討國內

是否也有相同的情形。除此之外，過去研究在討論心情與零食選擇的關係時，

並未將零食類型分類，本研究想將零食類型分類，嘗試以二維度（（「甜味、

鹹味」與「熱量高、低」）發展出四個零食類型。這樣的分類較過去文獻完整，

同時可以幫助我們釐清何種零食對於心情修復有較佳的效果。 
在零食消費方面，心情也會左右人們對於零食的選擇。特定情感（specific 

affect，如悲傷與快樂）會影響人們選擇的零食3（巧克力與椰子水）（Garg, 
Wansink & Inman, 2007; Andrade, 2005）。曾有學者發現，心情快樂的人會選擇

消費有益身體健康的食物而不會選擇零食（Garg et al., 2007）因為心情愉悅者

不需要藉由零食來幫助他們心情愉快，也不希望因為攝取太多零食而導致發胖

等不好的後果；但是對於這個論點，卻有學者提出相反的看法（Christensen & 
Brooks, 2006），研究指出心情愉悅的人比起心情不好的人，更容易消費高熱量

的零食（洋芋片、堅果類等）。為了釐清先前兩派研究不一致的結果，本研究

嘗試從零食所帶來的享樂性感受以及心情修復的觀點出發，探討在不同心情狀

態下消費者對於不同零食類型選擇的偏好。 
在心情不好的時候，人們會消耗較多幫助心情轉換（mood-altering）的奶

油爆米花或巧克力等零食；但是，心情好的時候，人們比較不會選擇奶油爆米

花或巧克力等零食，而較容易選擇較健康的零食（如，葡萄乾）（Garg, Wansink 
& Inman, 2007）。而根據 Mick 與 DeMoss（1990），類似巧克力、糖果與冰淇

淋這種零食是具有補償性的零食類型，人們食用補償性零食的行為與第二節中

提到的「自我放縱」的心情修復方式所帶來的補償性感受具有相似的意義。 
根據相關文獻可推論，零食會帶給消費者「自我放縱感」或讓消費者有享

樂性的聯想，可能與零食經常被視為是「不營養的（unhealthy）」有關（Garg 
et al., 2007）。而構成零食給人不營養印象之原因有以下兩項：零食中的高糖

份或澱粉（與甜口味有關）與高脂肪（與高熱量有關）。 
生理研究發現，零食中所含的醣類能有效降低沮喪、憤怒和困擾等負面心

                                                 
 
3 在 Andrade（2005）的研究中，並未特別強調實驗中提供給受試者選擇的食物（巧克力與椰

子水）為零食（snack foods）。本研究考量其研究中的產品（巧克力）能使人得到心情變好

（mood-lifting）的享樂性感受，而將其歸類為享樂性零食。 



不同性別消費者在正負面心情狀態下對於零食類型的選擇差異─心情修復觀點 

 -- 18 --

情（Sayeh, Schiff, Spiers, McDermott & Wurtman, 1995），而且在悲傷沮喪的時

候攝取甜食，可以從所處的緊張狀態中得到解放（Leibenluft, Fiero, Bartko, Moul 
& Rosental, 1993）。脂肪是人體所需的營養之一，但攝取過量的脂肪可能會增

加體重或導致心臟病及血管硬化。由於部份零食具有較高的脂肪含量，導致消

費者將零食與「不健康」或「不營養」等印象做連結。主要也是因為零食好吃

卻不營養，讓消費者在吃零食的時候產生自我放縱的感受。因此，心情低潮或

疲勞的人會攝取澱粉類、或高脂肪的甜食來改善負面心情（Christensen & Brooks, 
2006）。 

根據先前學者的論點與研究結果推論，零食的「不營養」與「享樂性」之

間呈現負相關，食用愈不營養（或愈不健康）的零食，所獲得的享樂性就愈高，

自我放縱感也愈高，因此修復心情的能力也愈高。 
綜言之，當處於不愉快的心情時，人們會嘗試想要脫離目前的狀態，尋求

使心情變好的方法；但是當人心情愉悅時，會想辦法保持他們的心情狀態。因

此本研究推論，人們在心情不好時會有較高的心情修復動機，較可能會放縱自

己、讓自己消費享樂性較高（甜口味高熱量或鹹口味高熱量）的零食，以得到

心情的紓解，所以傾向選擇享樂性較高的零食；反之，在心情好的時候，消費

者沒有心情修復動機，會避免吃可能讓自己之後反悔的零食（如，高熱量或甜

度高的零食），而因此不會選擇享樂性高的零食。據此推導出以下的假設： 
 
H2-1：在負面心情狀態時，偏好甜口味零食的消費者，會比處於正面心情 

狀態的甜口味零食偏好者，更容易選擇高享樂性零食（甜口味且高 
熱量）。 

 
H2-2：在負面心情狀態時，偏好鹹口味零食的消費者，會比處於正面心情 

狀態的鹹口味零食偏好者，更容易選擇高享樂性零食（鹹口味且高 
熱量）。 

 
H2-3：在負面心情狀態時，對於鹹、甜口味零食沒有偏好（同時喜歡甜與 
   鹹口味者，以及對於甜與鹹口味皆不喜愛者）的消費者，會比處於 

  正面心情狀態的無偏好者更容易選擇享樂性較高的零食類型（甜口 
  味且高熱量）。 

 
另ㄧ方面，學者 Garg 等人（2007）的研究指出，性別因素對於零食類別選

擇的影響並不顯著，認為男、女在修復負面心情時，所做的選擇是沒有差異的；

然而，有更多研究指出，人們在處理負面心情時，不同性別的消費者面對相同

的負面心情刺激時，會傾向選擇不同的心情紓緩方式，以減輕所處的負面心情

（Knobloch-Westerwick, 2006, 2007; Andrade, 2005）。同時，Christensen 與 Brooks
（2006）也認為，男、女在正負面心情時選擇的食物類型會有所不同，其中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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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負面心情時，選擇高熱量甜食之機率較男性選擇高熱量甜食之機率高。 
本研究認為，女性之所以在選擇零食時比男性更容易受到心情的影響，可

能是由於女性較男性感性（女性自認為理性的比例為 60%，男性自認為理性的

比例為 65%，E-ICP 資料庫，2007）。而調查也顯示，美食是女性比男性較常從

事的活動與嗜好，透露了美食對女性來說，是日常生活中重要的調劑與快樂來

源。 
除此之外，在某些程度上，女性吃零食的原因與男性吃零食的原因也有些

不同，男性在肚子餓、加班、熬夜的時候吃零食的比例（19.3%）相對比女性

（16.7%）高（E-ICP 資料庫，2007），對於男性來說，零食的意義可能較偏向

實用價值，可以解決肚子餓的需求；而女性則較常在聊天、唸書時吃零食（E-ICP
資料庫，2007），對女性來說，零食扮演的是分享心情的調劑角色，可以在聚會

時釋放更多快樂的氣氛，或在唸書時扮演發洩壓力、轉換負面心情的角色。由

此可推論，女性消費者對於零食享樂性的需求，可能比男性對於零食享樂性的

需求高，而使女性在心情不好的時候，比男性更容易選擇享樂性高的零食。 
根據以上的研究與調查資料可知，除了心情會影響消費者對零食類型的選

擇，消費者的性別差異，可能也是造成零食享樂性需求高低不同的變項之一。

因此本研究鎖定零食的享樂性，推論女性在負面心情狀態下，會比男性消耗享

樂性較高的零食。 
 
H3-1：在負面心情狀態時，偏好甜口味零食的女性消費者會比偏好甜口味 

零食的男性消費者更容易選擇高享樂性零食（甜口味且高熱量）。 
 
H3-2：在負面心情狀態時，偏好鹹口味零食的女性消費者會比偏好鹹口味 

零食的男性消費者更容易選擇高享樂性零食（鹹口味且高熱量）。 
 
H3-3：在負面心情狀態時，對於鹹、甜口味零食沒有偏好（同時喜歡甜與 
   鹹口味者，以及對於甜與鹹口味皆不喜愛者）的女性消費者，會比 
   處於負面心情狀態的男性無偏好者更容易選擇享樂性較高的零食 
      類型（甜口味且高熱量）。 
 

（四）熱量資訊調節負面心情時的零食選擇 

1. 負面心情  

一個人在憂傷（distressed）的時候，會吃高熱量或高甜度等較不符合健康

標準的零食類型；但是當他在決定選擇零食之前，發覺選擇消費熱量高的零食

無法改善他的心情時，他就會傾向不吃不健康的食物（Tice, Bratslavsk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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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meister, 2001）因為他會意識到不好的結果，也會傾向避免不好的後果（意

即，吃了高熱量食物會導致發胖或不健康）。先前有研究證明，食品營養資訊

的提供與否的確會造成受試者對於食品（此指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之態

度轉變（Batrinou, Dimitrio & Liatsos, 2005）。 
而且根據學者 Bless, Schwarz, Clore, Golisano, Rabe 與 Wölk（1996）的研

究，心情不好的人不需要花費認知資源去維持心情，所以有較多的認知資源去

仔細評估或思考所接收的資訊。學者 Schwarz 與 Clore（1983）則是以心情即

資訊（affect-as-information）論的角度出發，認為消費者的負面心情就等於反

映出環境中有問題發生，提醒消費者要以較謹慎的方式思考訊息而不要用週邊

線索來判斷訊息。（夏康寧，2007） 
學者 Garg 等人（2007）的研究更進一步顯示，食品的營養資訊會調節人

們在負面心情時對於零食類型的選擇。其研究指出，在操弄的食品類別（享樂

性）上加入食品營養資訊，會調節人們在選擇心情修復之食品時的決定，改變

原來對於享樂性高的食品類型之選擇。但 Garg 等人的研究，並未將享樂性零

食與非享樂性零食明確分類與討論，因此本研究將延伸學者 Garg 等人（2007）
的研究，試圖釐清享樂性商品與非享樂性商品之差別（零食甜、鹹與熱量高、

低），並聚焦於與享樂性較相關的「熱量」資訊，探討熱量資訊如何調節零食

的選擇。根據先前研究可推論，在消費者心情不好時，所選擇的零食類型會受

到熱量資訊的有無影響而有所改變。 

2. 正面心情 

有許多文獻指出，在正面心情狀態時，人們會將精力放在維持目前所處的

快樂情緒上，而不會投入過多的認知資源去分析或思考客觀的資訊（Schwarz & 
Clore, 1983; Bless et al., 1996; 夏康寧，2007）。本研究認為，在消費者心情不好

時，所選擇的零食類型會受到零食熱量資訊有無之影響而有所改變。在心情好

的時候，人們不會仔細注意熱量資訊的內容，因此所選擇的零食類型，較不易

受到零食熱量資訊的左右。根據以上正、負面心情兩點整理，本研究發展出以

下假設： 
 
H4：負面心情的消費者會顯著地受到熱量資訊的影響；和沒有提供熱量資 

訊的情況相比，在有提供熱量資訊的情況下，處於負面心情狀態下的 
消費者更容易選擇熱量較低的零食類型；相反地，正面心情的消費者， 
不容易受到熱量資訊的影響，無論是否提供零食熱量資訊都不會影響 
他們的零食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