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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目的為比較德國與台灣消費者對於品牌個性、廣告訴求的認知，以及

暸解德國與台灣消費者在進行消費行為時所秉持的消費價值信念，因此，本研究將

以中文問卷與德文問卷分別在台灣及德國進行第一手資料的蒐集，而後再進行德國

與台灣初級資料的分析比較。本章首先整理研究架構與各個推論假說，並描述選擇

「Mercedes-Benz 賓士汽車」與「Acer 宏碁」此兩個品牌當作本研究探討品牌個性、

廣告訴求的主要對象的原因，接著敘述問卷中所包含的 5 大部分、如何選擇要讓受

測者觀看的平面廣告，以及問卷中的消費價值信念問項是如何產生的，最後則對問

卷發放的抽樣方法加以描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假說研究架構與假說研究架構與假說研究架構與假說 

一一一一、、、、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本研究首先根據 Hofstede (1980; 1991) 的研究，得知台灣與德國在權力距離、

不確定性規避、個人主義、雄性主義以及長期導向等文化構面上的差異，接著探討

此文化差異是否反應在受到文化價值所影響的品牌個性、廣告訴求與消費者價值信

念上，亦即暸解台灣與德國消費者認知的品牌個性、廣告訴求與擁有的消費者價值

信念之間的差異，此部分的研究架構圖如圖 3-1 所示。 

 

 

 

 

 

     

圖 3-1 H1、H2 與 H3 之研究架構圖 

 

H2 

 

文化差異 

(台灣 vs. 德國) 
廣告訴求 

品牌個性 

消費者價值信念 

H1 

H3 



 2 

 此外，本研究進一步探討品牌個性、廣告訴求與消費者價值信念對於消費者品

牌偏好度的影響，暸解此三變數與品牌偏好度之間的關係，此部分的研究架構圖如

圖 3-2 所示。 

 

 

 

 

 

 

圖 3-2 H4、H5 與 H6 之研究架構圖 

二二二二、、、、    研究假說研究假說研究假說研究假說 

H1a：台、德消費者認知的品牌個性具有顯著差異。 

H1b：台、德消費者對於本國品牌的品牌個性有較高的正面觀感，亦即認知到

較 多的「真誠」與「能力」構面。 

H2：台、德消費者認知的廣告訴求具有顯著差異。 

H3a：台灣消費者認同「名牌」相關之消費者價值信念的程度高於德國消費者。 

H3b：台灣消費者認同「他人」與「情面」相關之消費者價值信念的程度高於

德國消費者。 

H3c：台灣消費者認同「自我」與「享樂」相關之消費者價值信念的程度低於

德國消費者。 

H3d：台灣消費者認同「儉約」相關之消費者價值信念的程度高於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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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e：台灣消費者認同「安全」相關之消費者價值信念的程度高於德國。 

H4：消費者認知的品牌個性愈鮮明，消費者對品牌的偏好度愈高。 

H5：品牌的廣告訴求會影響消費者品牌的偏好度。 

H6：消費者價值信念中的「名牌」、「他人」、「安全」與「價格敏感」等相關因

素會影響消費者品牌的偏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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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品牌的選擇品牌的選擇品牌的選擇品牌的選擇 

 本研究為了能夠比較德國與台灣消費者對於同一個品牌所認知的品牌個性與廣

告訴求，所以在品牌的選擇上主要考量所選取的品牌是否在德國與台灣具有相當的

知名度，以利於研究的進行。 

因此，本研究選擇台灣首重品牌建立、目前為泛歐地區市佔率第一名，且為全

球第三大的 PC 品牌「Acer 宏碁電腦」當作探討的品牌之ㄧ；同時，為了在分析比

較時，能夠針對消費者在面對自己國家的品牌所產生的觀感進行討論，所以在素有

「汽車王國」之稱的德國，則選擇德國汽車品牌排名第一的「Mercedes-Benz 賓士汽

車」為本研究探討的第二個品牌。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問卷設計問卷設計問卷設計問卷設計 

一一一一、、、、    問卷內容問卷內容問卷內容問卷內容 

 本研究的問卷分成五大部分，如附錄二與附錄三所示。第一部份，以 Jennifer 

Aaker (1997) 的品牌個性構面量表來量測德國與台灣消費者對於「Mercedes-Benz

賓士汽車」以及「Acer 宏碁」所認知的品牌個性，此量表總共 42 題，題目格式採

用李克特尺度 (Likert Scale) 5 點量表，受測者可以針對各項問題從「非常不同意」

到「非常同意」選擇同意的程度。 

第二部分則是有關受測者對於該品牌的態度、想法等偏好度的題組，總共 7 題，

前 6 題問項依據張惠涵 (2007) 的衡量方式調查消費者對於品牌的偏好度，其中「我

覺得我很喜歡該品牌」與「我很想知道關於該品牌的資訊」兩題，本研究認為「很

喜歡」、「很想知道」之詞太過強烈，可能會影響受測者填答時的答案偏於否定，無

法有效測出受測者對於品牌的偏好程度，因此修改為「我還蠻喜歡該品牌的」、「我

會想多知道些關於該品牌的資訊」等較為中庸的語句，另外本研究加入第 7 題「我

覺得該品牌是值得信賴的」，增加對於受測者品牌偏好度的瞭解，題目格式同樣採取

李克特尺度 5 點量表，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第三部份，以 Pollay (1983) 整理的 42 類廣告訴求，來衡量「Mercedes-Benz 賓

士汽車」以及「Acer 宏碁」的平面廣告所呈現的廣告訴求，題目格式則是 3 點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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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測者可針對廣告呈現的感覺，勾選「完全沒有」、「有一些」及「非常明顯」等三

個選項。 

第四部份，以黃坤田 (2002) 發展出的消費者價值信念量表為基礎，修改刪減

其中較不適宜的問項，並加入德國與台灣諺語中有關消費價值觀的諺語，例如：便

宜沒好貨、物以稀為貴…等，總共 42 題，本研究修改刪減與新增的內容會於後續討

論詳述，題目格式也採取李克特尺度 5 點量表，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第五部份則包含 3 題基本資料題，分別為受測者的性別、年齡與職業等資料。 

二二二二、、、、    平面廣告的選擇平面廣告的選擇平面廣告的選擇平面廣告的選擇 

由於本研究欲探討「Mercedes-Benz 賓士汽車」與「Acer 宏碁電腦」的廣告訴

求在台、德兩地的差異，所以在選擇廣告類型時，除了考量研究進行時的方便性與

易觀察性之外，也因為 Pollay (1983) 的 42 類廣告訴求是根據平面廣告分類而得，

且過去許多學者在進行廣告的文化差異比較時，多以平面廣告為研究標的，因此本

研究選擇平面廣告，而非電視廣告來調查台、德廣告訴求的差異。 

本研究所選擇的平面廣告共計 4 則，分別為「Mercedes-Benz 賓士汽車」以及

「Acer 宏碁」的同一個產品在台灣與德國的廣告，如附錄四所示，問卷填答方式是

先讓台灣與德國的受測者依據問卷中的品牌來觀看自己地區的廣告，接著再回答第

三部分廣告訴求的題組。 

1. 「Mercedes-Benz 賓士汽車」的平面廣告 

「Mercedes-Benz 賓士汽車」的平面廣告選定為今年新推出的 The New 

C-Class 車款，在台灣的商業週刊以及德國的明鏡周刊 (DER SPIEGEL) 皆

刊登了同一張廣告，除了文字敘述與版面大小不同之外，其餘的廣告畫面皆

相同，因此適合用來比較德國與台灣消費者認知的廣告訴求。 

2. 「Acer 宏碁電腦」的平面廣告 

「Acer 宏碁電腦」的平面廣告則選定型號為 Acer TravelMate 5720 的筆

記型電腦，之所以選擇 Acer TravelMate，而捨棄最新推出、配備有杜比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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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音效的 Acer Aspire 筆記型電腦，主要是因為宏碁在筆記型電腦有「Aspire」

系列之外，大部份的桌上型電腦也屬於「Aspire」系列，在過去廣告強打以

及產品範圍廣泛的情況下，「Aspire」似乎已被視為一個主要品牌，擁有自

己獨特的品牌個性，然而，本研究探討的是「Acer 宏碁電腦」的品牌個性

與廣告訴求，為了避免與「Aspire」的品牌個性相混淆，因此選擇 Acer 

TravelMate 的平面廣告為本研究探討廣告訴求的對象。 

雖然台灣與德國皆有 Acer TravelMate 5720 筆記型電腦的廣告，但其文

字敘述、廣告畫面以及版面的配置不同，針對台灣與德國廣告的差異問題，

本研究訪談了萊比錫管理學院 (Leipzig 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 的

行銷教授 Prof. Dr. Manfred Kirchgeorg、主修行銷的研究生 Ms. Kathrin Jung

以及過去公關公司主管 Ms. Ulrike Maria Buchheim 來比較此兩張廣告的不

同點，以專家意見法評論廣告訴求的差異，訪談內容整理如附錄五所示。 

三三三三、、、、    消費價值信念問項的組成消費價值信念問項的組成消費價值信念問項的組成消費價值信念問項的組成 

 本研究問卷中的第四部份為探討消費價值信念的題組，是以黃坤田 (2002) 的

消費者價值信念量表為基礎，再加上德國與台灣諺語中有關消費價值觀的諺語而成。 

1. 黃坤田 (2002) 的消費者價值信念量表 

黃坤田 (2002) 的消費者價值信念量表總共有 43 題問項，分屬於名牌、

儉約、他人、自我、享樂、情面以及安全等 8 個因素，但由於此量表中具有

以下 4 點問題： 

(1) 許多問項著重於「服飾」，無法廣泛應用於一般產品。 

(2) 某些問項的敘述用語過於強烈，例如寒酸、落伍等詞句。  

(3) 有些問項的陳述可以更通順以及更符合一般用語。  

(4) 屬於某一因素的題目過多。 

因此本研究先以專家意見法，將此量表中的 43 個問項加以修改或刪

減，而使得量表中的問項更適合本研究的進行，刪除的問項為「沒有名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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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覺得落伍、多少也要擁有一兩件名牌衣服，不然太寒酸了、通常我衣服要

穿舊了才會想買新的、買衣服最好是別人沒有的、等級低的衣服不要有 mark

印在上面比較好、大學生消費應該要自己做主，不要受家人的左右，銷售員

的壓力常常令我不得不買一些東西、銷售員的口才都很棒，我可能會招架不

住」，最後整理得到 35 個消費價值信念的問項。  

2. 日常消費諺語 

由於黃坤田 (2002) 的消費者價值信念量表的題項多為服飾相關問

題，為了補足服飾以外的其他消費價值觀，本研究特別根據簡明德漢辭典 

(鍾英彥審訂，蘇生豪編修, 2001) 的諺語附錄、德漢諺語詞典 (常和芳, 2004)

以及台灣諺語，找出台灣與德國有關消費價值觀的諺語納入問卷中的第四部

份。之所以加入諺語，是因為諺語為語言的精華，通常指一些含有豐富知識、

經驗、有教育意義的民間流傳的俗語，許多諺語代表了該文化特有的價值

觀，或是人們思考的依據。此部份共選取 7 題日常消費諺語，分別為錢不是

萬能的、有錢能使鬼推磨、量入為出、一分錢，一分貨、貨比三家不吃虧、

物以稀為貴、便宜沒好貨等，加上 35 個根據黃坤田 (2002) 的消費者價值

信念量表所修改而成的問題，第四部份總計共有 42 個消費價值信念問項。 

四四四四、、、、    問卷翻譯問卷翻譯問卷翻譯問卷翻譯 

為了能夠在台灣順利進行調查，本研究先將原為英文的品牌個性與廣告訴求題

組翻譯為中文，其中第一部分的品牌個性量表依據張惠涵 (2007) 的回溯翻譯 

(Back-Translation) 結果轉換成中文的品牌個性量表。 

張惠涵 (2007) 的回溯翻譯是先將英文品牌個性量表中的 42 個特性翻譯成中

文，再請就讀英語研究所碩士班的學生將中文翻譯成英文，接著由專家比對此英文

翻譯與原本的 42 個特性有無語意上的差異，有差異之處則重複以上步驟，經過二次

比對，確認原文與中文翻譯的意義皆無差異時，即得到回溯翻譯的結果，亦即中文

的品牌個性量表，如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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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美國品牌個性構面表之中文回溯翻譯結果 

構面 面向 特性 

實際的  

實際的 

家庭導向 

樸實的 

誠實的 

誠實的 

真誠的 

真實的 

有益的 
有益的 

原創的 

真誠 

快樂的 

快樂的 

感性的  

友善的 

勇敢的 

勇敢的  

時尚的 

刺激的 

有朝氣的 

 有朝氣的  

酷 

年輕的  

幻想的 
幻想的 

獨特的 

刺激 

新潮的 

新潮的 

獨立的 

現代的 

可靠的 

可靠的 

苦幹的 

牢靠的 

有才智的 

有才智的 

技術的 

團體的 

能力 

成功的 

成功的 

領導者 

有信心的 

上流社會的 

上流社會的 

有魅力的 

好看的 
高尚 

迷人的 

迷人的 

女性的 

溫柔的  

粗獷 
戶外的 戶外的 

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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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的 

堅強的 
堅強的 

粗獷的 

資料來源：張惠涵 (2007)，「品牌人格與自我 一致性及消費幻想對於消費者品牌偏          

          好度影響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55-56 

在中文版問卷設計完成後，本研究接著進行德文問卷的翻譯工作。第一部份的

品牌個性構面以及第三部份的廣告訴求先由筆者藉由英德線上翻譯字典，並輔以簡

明德漢辭典 (鍾英彥審訂，蘇生豪編修, 2001) 找出最貼近原義的字之後，再請台北

德國文化中心的董佩蘭老師進行修改與校正。 

問卷中的其他部份，包括問卷說明文字、第二部分品牌偏好度題項、第四部份

消費者價值信念問項以及第五部份的基本資料問題，則請天主教輔仁大學德語語文

學系的葉聯娟老師連同其他三位老師共同進行翻譯，經過嚴謹的翻譯過程後，得到

本研究在德國進行調查的德文版問卷，如附錄六與附錄七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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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抽樣方法抽樣方法抽樣方法抽樣方法 

 本研究在德國的研究母體為德國薩克森邦的第一大城，且為德東柏林之外的工

商文化重鎮萊比錫 (Leipzig) 的居民，透過人員面訪 (Personal Interview) 的問卷調

查法，隨機發放問卷。發放時間為 2007 年 10 月 01 日至 2008 年 01 月 09 日之間的

上午及下午時段，發放地點則為萊比錫管理學院  (Leipzig Graduate School of 

Management)、萊比錫中央車站 (Leipzig Hauptbahnhof)、威利‧布蘭特廣場 (Willy 

Brandt Platz)、奧古斯都廣場 (Augustusplatz)，以及湯瑪斯教堂 (Thomaskirche) 前

廣場等 5 處，每位受測者在填答完問卷後可得到台北 101 大樓的明信片一張。 

 在台灣的研究母體則為台北市的居民，同樣透過人員面訪的問卷調查法，隨機

發放問卷。發放時間為 2008 年 02 月 20 日至 2008 年 03 月 28 日之間的上午及下午

時段。發放地點為國立政治大學、捷運公館站附近、信義區新光三越百貨公司、華

納威秀影城以及台北車站等人潮聚集之處進行問卷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