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章先就筆記型電腦的產業現況加以介紹，其後將探討品牌、品牌屬性的定

義、構面及衡量方式；第三、四節進行信心與抵抗性的探討；第五節為消費者個

人因素等調節變項的影響，最後並對品牌共鳴理論加以討論，以期瞭解信心、抵

抗與品牌共鳴之關聯性。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筆記型電腦市場概況筆記型電腦市場概況筆記型電腦市場概況筆記型電腦市場概況 

 

一一一一、、、、    台灣筆記型電腦市場分析台灣筆記型電腦市場分析台灣筆記型電腦市場分析台灣筆記型電腦市場分析 

 

目前台灣筆記型電腦市場前五大分別為華碩、宏碁、HP、IBM、TOSHIBAYLB 

市占率分別為 40.3%、25.2%、14.5%、10.4%、5%，合計市占率高達 95.4%。其

中華碩加上宏碁本土「雙 A」品牌的合計市占率已突破五成，「雙 A」在台灣的

實力遙遙領先競爭者。 

 

在消費者購買筆記型電腦的偏好及消費實態上，根據 MIC 資策會最新的

2007 報告指出，消費者在筆記型電腦的購買預算集中在 20,001 元~40,000 元，其

中對於計畫購買筆記型電腦的品牌，以「ASUS」與「ACER」與「SONY」為主；

低預算重視 ACER，高預算偏好 SONY。進一步從計畫購買該品牌的因素上來

看，「品牌知名度高」是計畫購買「ACER」、「ASUS」與「SONY」品牌筆記

型電腦的主因。ACER 高知名度且價位合理，ASUS 知名度高，口碑好，SONY

知名度高且 NB 造型吸引人。 

 

在台灣筆記型電腦品牌認知度方面，整體而言，「ACER」、「ASUS」的

品牌知曉度最高，比例分別達97%與94%。在筆記型電腦的品牌認知上，受訪者

對「APPLE」、「SONY」與「ASUS」給予極高的評價，平均分數分別為7.94、

7.79與7.28。在品牌認知評估因素方面，受訪者認為「APPLE」與「ASUS」為

主流高檔筆記型電腦，在品牌認知評估因素方面，受訪者對「品質良好的產品，

對品牌評價也較高」的認同比例最高，達63%。 

 

不同的數據大致都顯示相同的結果，根據 2008 NOVA 通路理想品牌的調查

結果，台灣筆記型電腦市場在知名度調查方面，前三名的排名依序為華碩、宏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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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新力，指名度的部份，華碩也依然穩居冠軍寶座，是最受消費者青睞的品牌；

至於第二名也依然是宏碁，第三名則同樣是由 SONY 繼續蟬聯。 

 

表 2.1- 1  2008 NOVA 通路理想品牌票選 

 消費者評選 零售商評選 

第一名 ASUS ASUS 

第二名 ACER ACER 

第三名 SONY HP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參考 NOVA 得獎公佈 

 

 

二二二二、、、、    全球全球全球全球及台灣及台灣及台灣及台灣筆記型電腦筆記型電腦筆記型電腦筆記型電腦品牌品牌品牌品牌市佔率現況市佔率現況市佔率現況市佔率現況 

 

依據市調研究機構國際數據公司（IDC）所公佈 2008 年全世界前十大筆記型電

腦品牌廠商分別為惠普（HP）、宏碁（ACER）、戴爾（DELL）、東芝（TOSHIBA）、

聯想（LENOVO）、 富士通（FUJITSU）、蘋果（APPLE）、新力（SONY）、華

碩（ASUS）、NEC，合計佔有 86%的市場規模，市場集中度頗高。而我國的宏

碁居第 2、華碩排第 9，在眾多國際美日大廠中呈現亮麗成績，也再度展現我國

是名副其實的資訊硬體大國。 

 

在全球前一百大品牌的排名中，根據國際品牌鑑價公司 Interbrand 最新公布

的 2008 全球百大品牌的報告，在筆記型電腦市場中，僅有 IBM（第 2 名）、HP

（第 12 名）、APPLE（第 24 名）、SONY（第 25 名）、DELL（第 32 名）進入全

球前百大，台灣則無任何品牌進入前百大。 

 

在國內，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主辦、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執行、《數

位時代》和Interbrand協辦的2008年最新的台灣十大國際品牌排名中，可發現只

有趨勢科技、華碩、宏碁、宏達電4家已達到Interbrand評選美國商業週刊「全球

100大品牌調查」的基本門檻10億美元，象徵台灣國際品牌已取得與全球百大品

牌競逐的入場券，但離今年全球前百大品牌的最低門鑑二十六億美元（Levi’s, 26

億美金），台灣企業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 

 

 

 

表 2.1- 2  2008 年台灣十大國際品牌及排名 

排名排名排名排名 

2008（（（（2007）））） 
品牌品牌品牌品牌 公司名公司名公司名公司名 

品牌價值品牌價值品牌價值品牌價值 

（（（（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 

品牌價值品牌價值品牌價值品牌價值 

（（（（億新台億新台億新台億新台

幣幣幣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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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TRANDMICRO 趨勢科技 13.26 417.70 

2   （1） ASUS 華碩電腦 13.24 416.83 

3   （3） ACER 宏碁 12.65 398.35 

4   （4 ） HTC 宏達電 12.02 378.58 

5   （5） MASTERKONG 康師傅 7.93 249.60 

6   （8） MAXXIS 正新橡膠 3.46 109.05 

7   （6） D-LINK 友訊科技 3.44 108.21 

8   （7） ZYXEL 合勤科技 3.34 105.32 

9   （11） SYNNEX 聯強國際 3.04 95.85 

10  （13） ADVANTECH 研華科技 2.99 94.06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TAITRA） 

 

這樣的現象也顯示台灣本土品牌在建立品牌權益上出現某些問題，學者洪順

慶在《台灣品牌競爭力》一書中指出：「沒有品牌的企業在行銷的紅海中，就像

無舵的船，只能低價廝殺，特別是面對世界工廠－中國的崛起，台灣企業不能只

專注在工廠製造產品，更要創造品牌。品牌是全球化競爭的利器，是微利時代生

存之道。」因此台灣本土品牌如欲進軍國際，打造世界級的品牌，就必須更加努

力吸取國外企業成功操作品牌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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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品品品品牌牌牌牌屬性屬性屬性屬性 

如何經營品牌，賦予品牌獨特的魅力以區隔市場創造競爭優勢，是行銷專家

及學者積極努力的目標，本節將依序介紹品牌及品牌屬性的內涵並探討品牌屬性

的分類方式。  

 

一一一一、、、、    品牌的定義品牌的定義品牌的定義品牌的定義  

 

國內外學者對品牌的定義各有異同，美國行銷協會（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1960年對品牌的定義：品牌為一個名稱、名詞、符號、設計或以上

的組合，用來確認銷售者之產品或服務以便與競爭者有所區隔。Farquhar（1989）

則認為品牌是一個名稱、符號、設計或標誌，可以使產品增加功能利益以及其他

價值。Aaker（1991）定義品牌為一個具有獨特的名稱或符號，以區隔銷售者所

銷售的實體產品或服務，並與競爭對手有所區隔。洪順慶（2001）以行銷的觀點

認為品牌是企業在顧客心目中的形象，承諾與經驗的複雜組合，代表一家公司對

一個特定產品的承諾。  

 

綜合各學者之定義，品牌是一個名稱或標誌，除了用以區隔競爭者之外，更

可傳遞銷售者對消費者的承諾及產品的特性及其他價值。  

 

二二二二、、、、    品牌屬性品牌屬性品牌屬性品牌屬性 

 

「品牌是購買決策者對產品的一切想法與知識」（Blackston，2000），品牌

之所以有意義，端看它在消費者中心的認知。過去對品牌意義及其分類的研究主

要認為品牌包含著產品以及其他相關的屬性；換言之，品牌除了包含一般性的產

品屬性外，也包含著其所帶給購買決策者的心理意涵；而品牌在消費者心中所代

表的意義與價值，必須由消費者對品牌的認知來衡量，因此過去有許多研究者對

品牌的屬性或意義加以探討與分類，現就目前幾個主要的研究取向探討品牌的內

容、意義與屬性。 

 

三三三三、、、、    品牌屬性的分類方式品牌屬性的分類方式品牌屬性的分類方式品牌屬性的分類方式 

 

關於品牌屬性的研究，大體而言可將品牌屬性歸納為二大類別： 

認知因素相關屬性與情感因素相關屬性。蘇恬怡（1999）對品牌屬性的歸納方式

包含這兩大類，研究發現與情感因素相關的屬性才是區分真假品牌忠誠的重要因

素。李珮玲（2001）在品牌態度與品牌忠誠類型之關連性研究中，將購買決策者

所知覺到之品牌屬性分為認知因素相關屬性和情感因素相關屬性，研究發現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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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相關屬性會影響由認知引起之品牌態度；情感因素相關屬性會影響由情感引

起之品牌態度。本研究綜合品牌屬性相關研究，歸納與整理如下（李珮玲，2001）： 

 

1. 認知因素相關的屬性：在購買決策者心中與品牌的知識、信念、功能 

等，較具體理性的屬性。 

2. 情感因素相關的屬性：在購買決策者心中與品牌所帶來的情緒、體驗、 

心理感覺等，較抽象感性的屬性。 

 

表 2.2- 1 品牌屬性分類摘要 

品牌屬性類別因素品牌屬性類別因素品牌屬性類別因素品牌屬性類別因素 過去研究之品牌屬性過去研究之品牌屬性過去研究之品牌屬性過去研究之品牌屬性（（（（按研究者排序按研究者排序按研究者排序按研究者排序）））） 

認知因素相關屬性認知因素相關屬性認知因素相關屬性認知因素相關屬性：：：： 

在購買決策者心中與品牌

的知識、信念、功能等，較

具體理性的屬性。 

 

具體產品屬性 （ Aaker, 1991） 

產品類別 （ Aaker, 1991） 

產地╱國家 （ Aaker, 1991） 

競爭者 （ Aaker, 1991） 

品牌代言人 （ Aaker, 1991） 

產品相關屬性 （ Chernev, 1997） 

產品屬性 （ Batra, Lehmann & Singh, 1993） 

功能屬性 （ Biel, 1993） 

產品本身的形象 （ Biel, 1993） 

產品相關屬性 （ Carpenter, Glaze & Nakamoto, 

1986） 

功能上的滿足 （ Collins, 1989） 

產品類別 （ Farquhar & Herr, 1993） 

產品屬性 （ Farquhar & Herr, 1993） 

品牌外觀 （ Jones, 1986） 

品牌效能 （ Jones, 1986） 

與產品有關之屬性 （ Keller, 1993） 

品牌功能性利益 （ Keller, 1993） 

品牌符號性利益 （ Keller, 1993） 

品牌包裝屬性 （ Keller, 1993） 

價格 （ Keller, 1993） 

實用性的角色 （ Langer, 1997） 

功能上的價值 （ McCracken, 1993） 

功能性 （ Park, Jaworski & Maclnnis, 1986） 

功能屬性 （ Park, Lawson & Milberg, 1989） 

符號屬性 （ Park, Lawson & Milberg, 1989） 

產品相關屬性（李青峰, 1999） 

形式屬性 （林心慧, 1996） 



 

9 

 

原生屬性 （林心慧, 1996） 

產品利益相關屬性 （林奎佑, 1997） 

功能性聯想 （張允文, 1998） 

公司能力聯想 （張允文, 1998） 

公司社會責任聯想 （張允文, 1998） 

功能性基礎 （陳振燧 & 洪順慶, 1998） 

與認知信念有關之屬性 （蘇恬怡, 1999） 

情感因素相關屬性情感因素相關屬性情感因素相關屬性情感因素相關屬性：：：： 

在購買決策者心中與品牌

所帶來的情緒、體驗、心理

感覺等，較抽象感性的屬

性。 

使用者形象 （ Aaker, 1991） 

生活形態╱人格 （ Aaker, 1991） 

非具體產品屬性 （ Aaker, 1991） 

品牌形象向度 （ Batra, Lehmann & Singg, 1993） 

公司的形象 （ Biel, 1993） 

使用者的形象 （ Biel, 1993） 

感性屬性 （ Biel, 1993） 

個人經驗屬性 （ Chang, 1997） 

由品牌形象所得之滿足 （ Collins, 1989） 

親近社會的滿足 （ Collins, 1989） 

顧客利益 （ Farquhar & Herr, 1993） 

使用者形象 （ Jones, 1986） 

品牌覺知 （ Keller, 1993） 

品牌形象 （ Keller, 1993） 

品牌經驗性屬性 （ Keller, 1993） 

品牌聯想的偏好 （ Keller, 1993） 

品牌使用者形象 （ Keller, 1993） 

使用者形象 （ Kotler, 1996） 

文化 （ Kotler, 1996） 

人格 （ Kotler, 1996） 

利益 （ Kotler, 1996） 

品牌形象聯想 （ Krishnan, 1996） 

使用經驗聯想 （ Krishnan, 1996） 

自我形象聯想 （ Krishnan, 1996） 

情緒性的角色 （ Langer, 1997） 

社會性的角色 （ Langer, 1997） 

社會上的價值 （ McCracken, 1993） 

象徵性 （ Park, Jaworski & Maclnnis, 1986） 

經驗性 （ Park, Jaworski & Maclnnis, 1986） 

知覺屬性 （ 林心慧, 1996） 

衍生屬性 （ 林心慧,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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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非功能性的聯想 （ 張允文, 1998） 

非功能性基礎 （ 陳振燧 & 洪順慶, 1998） 

情感相關屬性 （ 蘇恬怡, 1999） 

（引自李珮玲，2001） 

 

根據過去國內對筆記型電腦為主題的相關研究，筆電之產品屬性不外乎價

格、配備、服務、體積重量、穩定性、品質、電池持久性等（如表2.2-2），本研

究綜合歸納過去之學術文獻，及2007年E-ICP東方線上消費者行銷資料庫對筆記

型電腦主要購買考慮因素的調查（如表2.2-3），將品牌屬性分成二大類－認知因

素相關屬性與情感因素相關屬性，從消費者的認知角度出發，用李克氏量表

（Likert Scale）瞭解消費者對筆記型電腦各項品牌屬性之重視程度。 

 

表 2.2- 2 筆記型電腦相關品牌屬性歸納表 

作者 研究主題 產品屬性 

梁偶川 

（1997） 

筆記型電腦 外型設計、產品色彩、喇叭設計、CPU 等級、

硬碟容量、產品重量、握把設計、顯示螢幕大

小、指向裝置、產品價格 

張耀升 

（1997） 

消費者行為 價格、品質、功能、相容性、擴充能力、品牌、

外型、操作性、教育訓練、售後服務 

謝堅宏 

（1997） 

品牌忠誠度 價格、配備、維修服務、外觀設計、體積重量

與穩定性 

高橋勇進 

（1997） 

消費者行為 產品品質、價格、重量、省電功能、電池持久

性、輸入裝置之使用感 

聶自偉 

（1999） 

市場區隔與定位 品牌知名度、產品廣告、專業雜誌評鑑、產品

外觀、體積、重量、價格、All in One 的設計、

電池使用時間、保固年限、維修地點多寡、維

修時間快慢 

本研究整理 

 

 

表 2.2- 3  2007 E-ICP 筆記型電腦主要購買考慮因素 

知名品牌 

品牌形象佳 

維修服務快 

保固期長 

最新機型 

操作容易 

價格合理 

體積小／重量輕 

可升級／擴充 

附贈配備多 

外型美觀／新潮 

CPU 中央處理器品牌 

維修點多 

液晶螢幕無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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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型選擇多 

螢幕大小 

口碑好 

到府收送服務 

全球保固 

繪圖晶片的品牌／效能 

（2007 E-ICP東方線上消費者行銷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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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信心信心信心信心 

一一一一、、、、    信心信心信心信心定義與內涵定義與內涵定義與內涵定義與內涵 

 

過去對於信心（confidence）的學術研究主要以態度行為關係的探討為主。

態度行為學者將「信心」定義為「對自身態度判斷的確定性程度」，試圖瞭解態

度推論到行為的過程，信心是否加強了態度與行為的連結性，研究結果發現消費

者確定性程度越高，信心越強，態度連結行為的一致性就會越高（Day, 1969; 

Bennett&Harrell, 1975; Fazio&Zanna, 1978; Smith&Swinyard, 1988; 

Krishnan&Smith, 1998）。 

 

  早期在說服理論研究範疇中，信心大都不是主要的研究焦點，而是伴隨著態

度、行為、購買決策主題下所進行的相關變項研究，一直到Petty, Brinol&Tormala

（2002）將信心與說服過程加以連結，以信心為主題的研究因應而生。在說服理

論中的信心研究，主要在探討信心在態度改變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Petty(2002)

將信心區分為二類：態度信心（attitude confidence）和想法信心（thought 

confidence）。態度信心是一種主觀的個人對於其態度確認性程度的判斷；而想

法信心則是一種個人對於其想法認知的確定性程度判斷，本研究之信心指消費者

對自己所使用之筆記型電腦之評價，較接近態度信心的概念，故只就態度信心之

內涵做探討，最後試圖推論出本研究所屬的信心內涵與定義。 

 

二二二二、、、、    態度信心態度信心態度信心態度信心（（（（attitude confidence）））） 

 

在態度意涵中所提到的信心是指「個人主觀認知到自己對於此產品屬性判

斷之確定性程度（Fishbein&Ajzen, 1975; Smith&Swinyard, 1988; Krishnan&Smith, 

1998; 轉引自黄慧欣, 2008），態度信心的研究主要在探討在態度連結過程當中，

加入「信心」變項後是否可以加強態度預測行為之效果。Day（1970）發現「信

心」可以成為一個測量態度非常重要的中介變項。將信心視為態度信心的研究

大致上可分為二類：一類是探討單純態度與行為關係，另一類屬於消費者決策

模式研究，分別探討如下： 

 

(一) 態度行為類 

 

  Bennett&Harrell（1975）研究信心如何在品牌信念系統中影響意向與真正的

購買行為，發現當信心成為一中介變項時，具有顯著態度預測行為傾向之能力。

Berger（1992）研究也發現，態度信心比態度可接近性（attitude accessibility）

對於預測態度連結行為的關連性更好，當個人的信心降低時，態度連結行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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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也會降低 （Krishnan&Smith, 1998） 。因此，Bennett&Harrell（1975）

在其研究中由消費者品牌購買與購買決策角度，整理出信心包含的二種意義： 

1. 購買者對於品牌的整體信心：即購買者對於自己是否有能力評估品

牌屬性能力之確定性總體分數。 

2. 購買者相信其評估付出與獲得之程度：購買者對於在既定品牌下，

評估付出與獲得的信念。 

 

本研究探討之忠誠度信心，包含上述二種信心意義，即消費者對於態度信心

確定性程度之判斷。 

 

(二) 購買決策類 

 

Howard-Sheth（1969）購買行為理論（Howard-Sheth Thoery of Buyer Behavior）

與之後的消費者決策模式，是最早將「信心」放入決策之中的模式，探討信心對

消費者購買決策所扮演的角色，Howard-Sheth模式中認為信心是「消費者對於自

己是否有能力去評估需求產品品質的信念」，並會對購買意向造成影響。然而，

信心的研究結果，大體上和態為行為範疇中所持的觀點相同。 

 

  此外，Laroche&Sadokiershi（1994）將「信心」放在品牌研究主題中探討購

買決策態度行為之間的關係，也提出了「行為意向的多品牌模式」（Multi-brand 

model of intentions），Laroche&Sadokiershi整合了態度測量與消費者個人對自己

的信心評估，試圖從整體態度和期望價值模式，找出消費者態度信心間的關係，

他延用了Howard&Sheth（1969）對品牌信心的衡量與定義，視態度為一種「個

人對於品牌購買決策判斷確定性的程度」。 

 

三三三三、、、、    忠誠度與信心忠誠度與信心忠誠度與信心忠誠度與信心之關連性之關連性之關連性之關連性    

    

過去關於忠誠度的文獻中，有偏重態度取向之研究，亦有偏重行為取向之研

究。Day（1969）為最早提出應整合態度和行為之學者，也就是在考慮忠誠度概

念時，態度行為缺一不可，應兼顧二者之關連性。在探討態度與忠誠行為之關係

中，另有一派學者著重探討影響態度行為的中介變項，這派學者認為消費者的經

驗、動機、重複的訊息暴露都是影響態度信心連結至行為的因素；換言之，從態

度到行為觀點的忠誠角度切入，「信心」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Berger&Mitchell, 

1989）。 

 

態度到行為的過程，「信心」代表著個人對其態度的確定性評估，當信心程

度越大，則態度連結到行為的關連性也就越強（Fazio&Zanna, 1978）。Keegan

在忠誠度的研究中，也發現當消費者對產品或品牌越具有信任感與信心，就越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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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產生品牌忠誠（Keegan, 2002; Lam, Shankar&Bvsan Murthy, 2004）。 

 

黃慧欣（2008）在＜思想佔有率之初探性研究：信心、抵抗性、忠誠度＞的

研究中，以信心與抵抗性作為忠誠度之指標，試圖提出相對於市場佔有率，屬於

消費者心理層面之「思想佔有率」（mind share）的計算公式，為過去眾多的忠

誠度文獻中，提供了一個搌新的研究觀點。 

 

綜合以上，本研欲探討消費者對品牌屬性重要性的認知到品牌共鳴的連結過

程，當消費者對品牌或產品的信心程度越強，推估此消費者品牌共鳴程度也越

強，因此本研究將信心作為品牌共鳴的組成指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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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抵抗性抵抗性抵抗性抵抗性 

早期的抵抗性（resistance）研究多屬於傳播說服領域，Carl Hovland 開啟耶

魯學派（Yale School）「傳播與態度的變遷研究」，並於 1953 年發表其著作〈傳

播與勸服〉（Hovland, Janis and Kelley, 1953），研究團體中的說服與抵抗性研究，

開啟了傳播說服研究的先河。在廣告學領域，主要從廣告心理與廣告效果的角度

探討廣告訊息的設計與消費者的認知歷程，廣告主使用何種訊息內容可降低閱聽

人對廣告的防衛心和抵抗性。社會心理學以說服模式為根基，探討有哪些變項影

響說服歷程中抵抗態度改變，以下分別探討抵抗性的定義與內涵及說服研究的三

大研究取向。    

    

一一一一、、、、    抵抗性抵抗性抵抗性抵抗性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與內涵與內涵與內涵與內涵 

    

抵抗性指個人面對和自己態度不一致的訊息時，或欲說服個人改變態度之訊

息時之抵抗（Zuwerink&Devine, 1996; Freedman&Steinbruner, 1964; Tormala, 

Clarkson&Petty, 2006; 轉引自黄慧欣, 2008）。Tormala, Clarkson&Petty（2006）整

理過去研究發現有三種情況，個人對說服訊息會產生抵抗，一是當個人預先知道

某些訊息試圖說服自己並改變自己的態度行為時；第二種是個人強烈感受到說服

訊息威脅到個人態度之自由性時；第三種為個人原本態度強烈，當遇到反向之說

服訊息時，會產生強烈抵抗性。 

    

二二二二、、、、    抵抗性相關抵抗性相關抵抗性相關抵抗性相關研究取向研究取向研究取向研究取向 

    

(一)、 傳播說服研究 

 

  Hovland（1953）在其〈傳播與勸服〉一書中探討團體與說服抵抗性研究，

因為個人有順從團體規範以達成團體期望之傾向，因此會抵抗與團體規範不一致

之訊息。此外，Hovland 等人研究也發現團體階層與地位對於抵抗性有重要的影

響，當個人在團體中評價越高時，對於反向訊息的抵抗性會比團體中地位低的人

強烈，此項研究結果運用在組織中人們對於創新事物與變革的接受性上，即當團

體中地位崇高者可接受創新或抵抗改變性降低時，則整個團體的拒絕改變性也會

降低（黄慧欣, 2008） 

 

  早期的耶魯學派認為個人的態度是容易受影響而改變的，直到近幾年，有若

干研究發現在某些情況下，個人會透過詆毀消息來源或反駁反向訊息以抵抗態度

改變（Freedman&Steinbruner, 1964; Tormala, Clarkson&Pett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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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會心理學取向 

 

    在抵抗性部份，社會心理者認為，抵抗性通常發生在個人對於處理其所不悅

之論點時，會扭曲原本訊息或降低來源可信度去抵抗之。在「認知一致性」

（Cognitive consistency）理論的研究範疇中指出，人為維持情感、認知與行為之

間的一致性，以達到「平衡」。而所謂的「平衡」是指人所察知到的事物與過去

經驗不相抵觸的一種共存狀態。海德（Heider, 1958）的平衡理論（Balance Theory）

是最早的一致性理論，研究中指出個人如遇到和外界不一致的態度衝突時，不一

致的態度會產生不一致的心理狀態，個人為達到內心的平衡，會改變自己的態度

立場，以追求平衡。 

 

Newcomb 的調和理論（Symmetry Theory）延伸海德的概念，以「調和」取

代「平衡」一詞，主張人有一種「趨向調和的持續張力」，當遇到與自身立場不

一致的訊息時，會試圖說服對方，以達成雙方認知的調和狀態。應用到人際傳播

領域，可解釋物以類聚的現象，因為人喜歡與自己看法一致的人為伍。 

 

此外，社會心理學家 Festinger（1957）提出其著名的認知失諧理論（The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指出「失諧」是一種情緒上的不舒感，會激起人試圖減

輕失諧以達到和諧的動機，因此人會主動避免可能會增加失諧的情境或資訊，故

人有選擇性的過程，會選擇性的暴露，選擇性的注意、選擇性的理解和選擇性的

記憶。 

 

(三)、 廣告研究取向 

 

在廣告學門中，抵抗性被視為廣告效果研究的重要變項之一，探討廣告訊息

該如何設計，採用何種訴求，是否該採用名人代言等，何種訊息設計最容易被消

費者接受、防衛心較低，並且進一步對廣告產生正面態度。 

 

Petty & Cacioppo 於 1986 年提出 ELM 模式（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探討兩種主要的廣告說服路徑：中央路徑（Central route）與邊陲路陘（Peripheral 

route）。當閱聽人處理資訊的動機和能力很強時，對於廣告訊息的抵抗性也較強，

會審慎的過濾這些說服資訊而達到態度改變，此種經由閱聽人的認知結構造成態

度的改變的思慮過程，Petty & Cacioppo 稱之為中央路徑（central route），此種

說服路徑適用於所欲說服的訊息較複雜時，並較適合使用印刷媒介，以利閱聽人

深思熟慮，此種由中央路徑造成的態度改變，說服效果較持久。 

 

第二種說服路徑，是指說服資訊未經過閱聽人的縝密思慮過程，閱聽人也不

去檢視與其相關的議題，只注意到廣告中與產品訊息無關的背景資訊，如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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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顏色、主角本身等，此種路徑稱為邊陲路徑。當閱聽人對資訊的處理動機

和能力低時，抵抗性也較低，不會費心處理和此議題相關的資訊，而以「情境線

索」（affective cues）作為態度改變的基礎，較適用於電子媒介，但此種路徑的

說服效果較為短暫。 

 

Priluck&Till（2000）從古典制約（classical condition）觀點，檢視消費者對

於正負面說服訊息的接受與抵抗程度，透過實驗設計，發現處於受到制約的消費

者對於負面訊息會有較佳的抵抗性，亦即比沒有受到制約的消費者產生較正面的

態度；因此，透過重複不斷的學習，應用古典制約理論，讓消費者對於競爭者所

製造的負面訊息產生抵抗性效果，將可運用於廣告訊息設計。此外，Beclch（1981）

研究消費者對競爭訊息的抵抗性，發現比較性廣告和重複性的廣告播出可以提高

消費者對競爭品牌之抵抗性。 

    

三三三三、、、、    忠誠度與抵抗性忠誠度與抵抗性忠誠度與抵抗性忠誠度與抵抗性之關連性之關連性之關連性之關連性 

    

在忠誠度的研究中，Crosby&Taylor（1983）嘗試用「承諾」（commitment）

來表示具有忠誠度之消費者和品牌間的關係，因為「承諾」代表的是一種穩定性

的表現，即一種抵抗（拒絕）態度的改變性，這種抵抗態度改變性成為承諾最主

要的因素。人通常為維持自身訊息認知的一致性和穩定性，會增加對訊息之抵抗

性。此外，Pritchard, Havitz&Howard（1999） 研究承諾與忠誠度間的關係時，

也發現承諾與忠誠度間最主要的中介變項為拒絕改變性（Risistance to change），

忠誠度的產生是因人們拒絕改變，也就是想要維持既定選擇的習性。 

 

Prus&Brand（1995）認為抵抗改變性為忠誠消費者必備的條件之一，它可做

為一種反抗轉換至它牌競爭者的承諾；Caruana（2004）研究指出，忠誠消費者

會抵抗競爭對手的說服訊息，有助於正向的口碑傳播；此外，Stum（1991）也認

為這種類似於忠誠消費者對競爭品牌產生免疫（immunity）的態度或行為，可做

為判斷消費者忠誠與否的外顯變項。 

 

綜合以上，根據抵抗性研究文獻，抵抗性具有提高消費者轉換成本、抵抗市

場上其他競爭品牌的攻擊、使消費者維持原品牌使用之功能，屬於忠誠度的重要

因素之一，故本研究以「抵抗性」做為品牌共鳴的指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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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自我表現消費動機自我表現消費動機自我表現消費動機自我表現消費動機 

    

一一一一、、、、    消費動機消費動機消費動機消費動機 

 

Loudon & Bitta （1979）將動機定義為「影響並導引個體產生行動的內在機

制。」消費動機往往成為個人在購買決策過程中評估準則，因此，消費者的消費

動機會影響其態度、偏好及購買行為。 

 

早期有關消費者動機的研究多認為消費是出於一種理性的選擇，與個人明顯

的動機及需求有關，但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消費還涉入了許多不同趣味、愉悅、

感覺、美學、情感等因子（Holbrook&Hirschman，1982），因而許多學者均主張

消費經驗可以區分為實用（Utilitarian）與享樂（Hedonic）兩種價值

（Babin,Dardenand Griffin，1994；Haim Mano & Oliver,1993；Hirschman & 

Holbrook，1982）。 

 

也有另一派的學者主張消費動機需求可概分為三類：功能性需求（Functional 

Needs）、經驗性需求（Experiential Needs）及象徵性/符號性需求（Symbolic 

Needs）。功能性的需求為解決外在發生問題的需求，經驗性需求為對感官愉悅、

多樣性及刺激的需求，而象徵性/符號性需求則為對於社會關係及自我實現的需

求，如自我形象、角色地位的彰顯、增進群體關係、自我認同等（Park, Jaworski 

and Maclnnis，1986）。Allen, et al. （1999） 研究發現偏好象徵屬性者，會注意

產品的象徵意義，並且容易產生情緒性的、感覺的經驗，較傾向以情緒作決策。 

 

本研究所探討的消費者的「自我表現消費動機」則屬於象徵性需求的滿足。

當消費者使用一個品牌，他們會覺得他們具備了此一品牌的形象。透過使用品

牌，使用者可與品牌的獨特形象作個人的結合，此和社會認同或個人表現和外表

導向、自尊的潛在需求有關。 

 

二二二二、、、、    自我表現消費動機自我表現消費動機自我表現消費動機自我表現消費動機 

 

消費者「自我表現消費動機」，是指消費者在購買決策中的購買動機是以能

不能表現自我、是否具有外顯性和炫耀性為目的，希望透過購買此商品讓人感到

身份與地位的不同，並表達自我的形象，贏得別人的讚許。過去有關自我表現消

費動機研究的觀點多集中在消費者自我概念和他們所買的物品間的關係

（Solomon,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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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bni & Zinkhan（1990）研究發現符碼式的消費行為、自我表達、團體順

從的社會表達動機對消費者來說，往往比注重產品功能或實用利益的經濟性消費

動機來得重要。尤其當消費者在購買外顯性商品時如精品、服飾時，人們購買不

只是因為實用面，而是考量商品本身所隱含的象徵意義，「當產品被賦予適當的

符碼，會增強他們對自己的看法。」Solomon（1983）認為消費者常用商品的符

碼去界定社會真實，並且確定那些行為在這樣的真實情境中是適宜的。因此，消

費者通常是依賴產品上所蘊含的社會資訊去塑造形象，並擴展到社會表現的角色

上。此外，另有研究顯示，產品品質若具符碼性質，會影響消費者的自我評估 

（Sirgy,1985; Levy,1959）。 

 

自我表現消費動機與自我表現消費動機與自我表現消費動機與自我表現消費動機與商品的關聯性商品的關聯性商品的關聯性商品的關聯性 

 

關於消費者自我概念與商品關聯性的研究存在兩個面向：一是探討消費者如

何運用商品去表達他們的個性（真實自我），另一個面向則是探討消費者如何運

用商品來表達他們理想中想要成為的那種人（理想自我） （Lee,1990）。郭貞

（1995）研究大眾媒介如何影響青少年的社會表達性的消費動機時，將青少年的

社會表達動機分為「自我表達」和「團體順服」二個層面；其中，自我表達消費

動機又包含了消費者的「真實自我」（Actual-self） 和「理想自我」（Ideal-self）

二個層面，研究顯示青少年的消費動機中主要的購買驅力為「形象表達」，而表

現於外的外顯行為即是品牌的選擇，青少年若有較強的社會表達消費動機通常會

較注意電視廣告，並希望從中獲知商品所代表的社會和符號意義。 

 

許多研究皆發現，個人會藉由選擇特定的品牌來展現自我，Chung（2001）

在品牌個性與品牌認同對品牌忠誠度的影響的研究中指出，品牌個性的自我表現

價值（Self-expressive Value）及品牌個性的獨特性（distinctiveness）會影響到品

牌個性的吸引力程度；也就是說，當品牌越能幫助消費者表現自我，而消費者也

認同此品牌的情況下，消費者會認為此品牌是有吸引力的（Belk,1988）。此外，

Aaker 也主張消費者會利用「品牌」來展現自我（Self-expression）並呈現自我概

念（Self-concept），當品牌越能恰如其分的協助消費者表現自我，品牌個性越會

對消費者的態度產生正面的影響，進而影響其品牌態度（Chung K. Kim, Dongchul 

Han, Seung-Bae Park，2001）。 

 

3C 消費性電子產品如筆記型電腦為高單價的耐久財，其本身的產品特性已

經決定了消費者的涉入度及將採何種決策處理模式。一般而言，消費者會採用

ELM 的中央路徑來處理此功能性的商品，此為實用價值的滿足。但現今筆記型

電腦的價格逐漸下降，市場接受度升高，有逐漸取代桌上型電腦的趨勢，商品也

越來越同質化，故除了實用價值的滿足之外，消費者也會因品牌形象、品牌個性

的不同而賦與各品牌筆記型電腦不同的象徵及符號意涵。在消費商品的過程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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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自我形象及彰顯社會認同，並從中得到樂趣、滿足，此為消費者自我表現的消

費動機。 

 

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品牌共鳴品牌共鳴品牌共鳴品牌共鳴 

「品牌共鳴」在國內目前尚無實證研究，過去學術界多著重在「品牌忠誠度」

或「品牌關係」的探討，本章節先從以顧客為基礎的品牌權益概念開始，探討「品

牌共鳴」在「品牌權益」中所扮演的角色，接著論述品牌共鳴的定義與衡量方式，

最後根據相關研究，嘗試建立本研究「品牌共鳴」的衡量指標。 

 

一一一一、、、、    以顧客以顧客以顧客以顧客為為為為基礎基礎基礎基礎的的的的品牌權益品牌權益品牌權益品牌權益 

 

Keller（2001）發展出一品牌模式，稱之為顧客基礎品牌權益模式

（Customer-Based Brand Equity Model），此模式區分出六個品牌建立區塊，而形

成一個品牌權益金字塔模型（Brand equity pyramid），分述如下： 

 

圖 2.6- 1 顧客基礎之品牌權益金字塔 

 

資料來源：Keller Kevin Lane,（2001）Building Customer-Based Brand Equity, 

Marking Management Vol.10,2,14-20. 

 

共鳴 

(Resonance) 

特點(Salience) 

判斷 

(Judgments) 

感覺 

(Feelings) 

績效 

(Performance) 

想像

(Imagery) 

4. 品牌關係(Relationships)  

 = What’s about you & me? 

3. 品牌反應(Response) 

= What’s about you? 

2. 品牌意義(Meaning) 

= What are you? 

1. 品牌辨識(Identity)   

= Who are you? 



 

21 

 

(一)、 品牌權益金字塔六大構面 

 

品牌權益金字塔由六個構面組成，分別定義如下： 

1、 品牌顯著（Brand Salience）：品牌特點與品牌知名度相關，而且品牌

特點有助於達到正確的品牌辦識。 

2、 品牌績效（Brand Performance）：指產品或服務企圖要達到更多消費

者功能性需求。 

3、 品牌想像（Brand Imagery）：包含於品牌意義中，它是有關於外在產

品或服務的資產。 

4、 品牌判斷（Brand Judgments）：主要指消費者個人意見。 

5、 品牌感覺（Brand Feelings）：指相關於品牌，消費者的情感反應。 

6、 品牌共鳴（Brand Resonance）：指消費者和品牌間本質關係，品牌共

嗚最後必達成品牌關係。 

 

(二)、 品牌權益金字塔四個階層關係 

 

此六個構面由下而上又可推導為四個階層關係：第一階段的品牌辨識會影響

第二階段的品牌意義，第二階段的品牌意義會影響到第三階段的品牌反應，最終

建立第四階段的品牌關係。換言之，執行步驟基礎首重品牌需自我表現，刺激顧

客的感官與使用的慾望為主，其探討產品需具備哪些功能與形象的效果可以趨使

消費者去購買和使用該品牌，此時必須結合顧客心理層面的需求，不論品牌的價

值所扮演的是理性、或感性的訴求其目的都在於建立長期、持續的品牌忠誠關

係，係將各階段分述如下： 

 

1、 品牌辨識（Identity）：確保品牌與顧客的認同，必須使顧客心中的

品牌和某一特定產品或顧客需求聯想在一起。衡量品牌辨識方式有兩

項：深度（Depth）與廣度（Breadth）－品牌的深度意指使消費者容

易地憶起或辨識該品牌；品牌廣度則指各種購買和消費情境下品牌會

在腦海中浮現。然而品牌必須先建立清楚的定位與產品的種類，才能

在延伸考量如何將顧客需求與適當的購買情境作結合。此一部份衡量

的是品牌顯著（Brand Salience）構面。 

 

2、 品牌意義（Meaning）：要讓許多有形和無形的品牌聯想與產品特質

做策略性的連結，用以穩固地建立整體性的品牌意義。三種衡量意義

的方式： 第一是強度（Strength），品牌的定義與聯想作緊密結合。

因此定義越清楚的品牌在消費者心中所回想到機率便愈大，代表強度

越強。第二是喜好度（Favorable），喜好程度的高低可反映出行銷組

合的成功與否。例如滿足消費者需求，因此產生正面的品牌態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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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品牌的整體評價提高，創造品牌偏好。第三是獨特性（Unique），

品牌的定義與聯想作特殊性，使品牌有不被模仿的競爭優勢或獨特的

定位，而較其他的品牌更具有領先的優勢。此一部份衡量的是品牌績

效（Brand Performance）和品牌形象（Brand Imagery）構面。 

 

3、 品牌反應（Response）：要引起顧客的身心都對該品牌產生認同，並

且做出適當回應。此一部份衡量的是品牌判斷（Brand Judgments）和

品牌情感（Brand Feelings）構面。 

 

4、 品牌關係（Relationship）：要讓品牌回應轉變為創造顧客和品牌之間

的一種強烈的、積極的忠誠關係，打造出強勢品牌。此一部份衡量的

是品牌共鳴（Brand Resonance）構面。第一階段的品牌權益建立過程

為品牌顯著對品牌績效和品牌形象的影響，第二階段的品牌權益建立

為品牌績效和品牌形象對品牌判斷和品牌情感的影響，第三階段的品

牌權益建立則為品牌判斷和品牌情感對品牌共鳴的影響。 

 

要先創造品牌認同，才能建立品牌意義；發展品牌意義後才能產生品牌反

應；產生適當的品牌反應，才能形成品牌關係。然而如何強化品牌辨識？建立品

牌的定位？創造良好的回應至延續其關係。Keller並認為品牌具有雙重性－功能

性與情感性，一個理想品牌應同時能在功能性與情感性說服消費者。如圖可看

出，左半部是與產品屬性作連結的績效，其結果會影響判斷；右半部是非產品屬

性作連結的形象，其結果會影響情感；綜合這兩者最後會影響消費者對此品牌的

共鳴。故在與顧客建立一個長久、忠誠關係必須在作法上同時兩者兼顧。藉由滿

足實用需求的理性和心理情感需求的感性層面，提供消費者更多元的管道以彌補

競爭的劣勢。 

 

二二二二、、、、    品牌共鳴品牌共鳴品牌共鳴品牌共鳴的實務意的實務意的實務意的實務意涵涵涵涵 

 

「品牌共鳴」（brand resonance）表現在實務界真正的意涵為何?自由時報記

者柯力心（2003）在討論到「迷」之景象時，提到「3C 科技數位商品上 也會見

到一批『迷』」，具體而言，我們大致可從以下報導見出端尼：  

 

歌迷、影迷、球迷、遊戲迷，各種迷哥、迷姐、迷弟、迷

妹一旦遇上自己喜歡明星就會像發狂似地蜂擁向上；或是對某

個品牌死心塌地，全身上下的打扮、配備，隨處能看見特定品

牌的影子，即使所費不貲，依然無怨無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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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望去，3C 商品中具備「偶像」地位者，大概可以

「SONY」、「IBM Notebook」和「Apple」為代表，它們也

分別發展出周邊的商品，產品品牌的意義超越了產品原先的屬

性，一系列的商品以類似流行精品的方式規劃與經營，但是這

可不是「孤芳自賞」、「一相情願」，身為 3C「偶像」商品

的「迷」，自然會全力捧場、力挺到底。  

（柯力心，自由時報，2003 年 4 月 20 日） 

從消費者的角度而言，以下是有關 SONY 迷的輪廓側寫，可協助我們更進

一步了解品牌共鳴的意涵： 

 

1. 做迷哥迷姐不容易，有朋友大意被索尼（SONY）和蘋果

產品迷倒，現已習慣節衣縮食，隨時隨地關注最新動向，

準備採購最新型號。我在結婚前為履行索迷（SONY 迷）

責任，把家中所有電器盡可能換作偶像品牌絕無異心。袋

裡裝 SONY 電腦，有時為的不是效能，全因傾倒於品牌

的設計與品位。 

（摘自陸奧雷，雅虎香港部落格，2007 年 4 月 23 日） 

 

2. 他迷 Sony 迷到瘋狂的程度，舉凡他所有的電子產品，從

CD player 到 mp3 到相機到攝影機到電腦只要 Sony 有出

的一律都是 Sony，他說過最經典的一句話是：『可惜 Sony

沒出車子，我就只剩車子不是 Sony 的了。』 

（摘自小學生，新浪部落，2006 年 1 月 24 日） 

 

3. ML 也是 SONY 迷，電器用品幾乎都是買 SONY 的，而

且很多都是台灣沒有賣，直接跟日本或去歐洲調貨的。 

（摘自 Rexmen，天空部落，2006 年 3 月 29 日） 

 

Keller 認為要對品牌產生共鳴，必須是顧客在生活中不但經常的接觸或使用

而且還會關注品牌的動向，對該品牌投入很深的情感依附，如同生命中的伙伴。

一個產品實際的功能利益以突顯和打造品牌獨特的特質是最直接向消費者表達

自我的方式，然而有時消費者購買品牌也是為了表達自我意識或個人風格，渴望

達成理想自我的意識形態，故愈能與消費者自我形象符合，則愈能產生情感共鳴。 

 

學者洪順慶（2006）指出真正能引起品牌共鳴的品牌很少，如可口可樂、哈

雷汽車、萬寶路香煙、迪士尼、賓士、麥當勞、蘋果電腦。顧客對品牌的心理依

戀須建立在 100%的滿意度上，80%或 90%的滿意度雖然不差，但要顧客「愛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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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對品牌產生心理依戀，根據許多研究顯示，非達到 100%的顧客滿意度不

可，無論品牌和顧客建立何種關係，最後目標是要顧客認同品牌，達成品牌共鳴。

（洪順慶，2006） 。 

 

綜合以上，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品牌共鳴是類似於品牌忠誠度的概

念，但層次上更高。由消費者的重覆購買次數與再購意願，我們可得知一個人品

牌忠誠度的高低，但品牌共鳴是品牌能與個人建立更高、更深層、更緊密的關係，

消費者願意全身穿載該品牌走在街上而感到自豪；在該品牌舉辦活動時，消費者

會主動呼朋引伴、爭相告知，投入一切跟品牌有關的活動，我們可說此品牌為具

有品牌共鳴的品牌。 

 

三三三三、、、、    品牌共鳴的重要性品牌共鳴的重要性品牌共鳴的重要性品牌共鳴的重要性 

 

星巴克行銷副總 Scott Bedbury 在《品牌始終來自人性》（A New Brand 

World：8 Principles for Achieving Brand Leadership in the 21st Century）一書中提

出品牌打造的 8 大核心精神，品牌應從人性價值出發，因為品牌就是 who we are! 

品牌是一種感覺、一股熱情、一種精神！未來真正能衡量品牌強度的兩大關鍵是

『品牌共鳴』與『品牌關連』，品牌知名度及品牌認知度雖然是建立卓越品牌的

關鍵因素之一，但卻不見得能成就一個永續發展的成功品牌。 

 

奧美集團董事長 白崇亮在品牌行銷法則中亦到談到「品牌共鳴」的重要性，

他指出一個強勢品牌是由清楚的品牌形象、品牌認同與品牌定位所共同打造，三

者相互影響。企業應有明確的「品牌定位主張」，並從中找出品牌認同與價值主

張中的哪些元素應該成為品牌定位的一部分？哪些部份可以與消費者產生共

鳴？並能區分自我與競爭者的品牌。 

 

四四四四、、、、    品牌共鳴的衡量品牌共鳴的衡量品牌共鳴的衡量品牌共鳴的衡量 

 

Keller （2001）指出消費者與品牌產生的情感共鳴有程度上「強弱」的差別，

由淺而深可分成四個層次，依序是態度依戀、行為忠誠、社群感、主動追求，依

序分述如下：  

 

1. 態度依戀（Attitudinal Attachment）：指消費者心理上願意購買的程度。 

2. 行為忠誠（Behavioral Loyalty）：指重覆或持續購買的行為。 

3. 社群感（Sense of Community）：指對特定品牌有認同的消費者，彼此間緊

密的關係。 

4. 主動追求（Active Engagement）：指消費者願意投入一切與品牌相關的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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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對於「品牌共鳴」僅多觀念性的討論，學術研究仍付之闕如，惟黃德偉

（1995）在＜高科技產品之品牌形象，品牌權益，顧客滿意度，涉入程度與品牌

共鳴的關聯性研究－以3C產品為例＞的碩士論文中，開啟了「品牌共鳴」的探

索性研究，他主要針對大學生市場做3C產品調查，以「品牌形象、顧客滿意度、

品牌權益」為自變項，加入干擾變數「涉入程度」，探討對依變項「品牌共鳴」

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不同集群的大學生品牌形象、品牌權益、顧客滿意度與品

牌共鳴高低有顯著差異，也就是說，高科技品牌的廠商想要擴大市佔率，品牌形

象能有助於提高品牌權益與顧客滿意度，進而達到品牌共鳴。 

 

但在黃德偉（1995）的研究中，僅以品牌共鳴四個構面中的二個構面「心理

依戀、主動追求」做為衡量構面，筆者以為「品牌共鳴」就如人們心中的忠誠階

梯，只探討「心理依戀、主動追求」而忽略了「行為忠誠」與「社群感」的研究，

就像是將名稱換成「高忠誠者」與「低忠誠者」，或是將依變項換成「品牌忠誠

度」也無差異，缺少了其中一個層次都使得「品牌共鳴」層次的概念變得不完整。 

 

此外，在有關「品牌關係」的研究中，許玲毓（2004）在《品牌形象利益、

關係利益、與品牌忠誠度關係之研究－以品牌關係品質、關係品質為中介變項》

的研究中，以Keller（2002）所提出之品牌共鳴概念中的「態度依戀」及「社群

感」做為品牌關係品質的衡量，研究結果顯示功能性利益僅能使顧客對品牌產生

態度連結，而無法形成對品牌共同體的感受。 

 

綜合以上，本研究將結合黃德偉（1995）、許玲毓（2004） 及柯宜君（1990）

等對於品牌共鳴、品牌關係及忠誠度的研究，發展出本研究之品牌共鳴量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