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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市場價格對消費者價格知覺、判斷之影響 

在檢視過相關的文獻發展後，此章節將彙整討論價格離散與消費者價格知覺、判斷

的關係。首先，透過簡化的三階段市場價格變動狀況，解析市場低價對消費者價格知覺

與判斷的潛在影響，以了解外在價格刺激對預期價格帶與可接受價格帶的不同影響，並

隨之如何影響消費者的價格判斷。其次，透過解構價格離散的概念，介紹本研究計畫的

三個主要實驗，包括平均價格與範圍實驗、價格端點實驗以及價格型態實驗，以及在各

實驗之下的相關研究假設。 

價格刺激影響判斷的內在機制 

圖六至圖八的示意圖表示，當市場提供低價的零售點增加，價格型態改變下，外在

價格刺激影響消費者價格判斷的內在機制過程。每個圖示都以市場價格帶、預期價格

帶、可接受價格帶、價格知覺與價格判斷（價格吸引力）表示其相對關係。市場價格帶、

預期價格帶與可接受價格帶皆以價格尺度來衡量，表示外在價格刺激與內在參考價格帶

的相對關係。價格知覺與價格吸引力判斷為則為心理層面的知覺尺度與判斷尺度；價格

知覺是一種相對尺度，非絕對尺度；意指消費者受外在價格刺激之後形成的內在價格尺

度，其尺度上的固定端點隨可接受價格帶寬度與端點的改變而對應到不同的定錨水準，

因而影響消費者價格判斷的結果。因此，對相同的目標價格（如各圖中實心星星所示）

而言，由於價格知覺尺度的定錨與刻度改變，而落於價格吸引力判斷尺度上的不同位

置，顯示此目標價格對消費者的價格吸引力亦相對改變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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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T0 期市場價格型態對消費者價格知覺與判斷的影響 

圖六至圖八的市場價格型態變化，來自於低零售價格的出現，改變了市場價格的範

圍與變異程度，因此，價格離散程度亦隨價格型態的變化而逐漸提高。在 T0 期時 (圖

六)，零售價格的分佈集中且差異小，價格範圍與變異程度小，代表市場價格離散程度

低。在 T1 期 (圖七)，假設一個零售商降低售價使得市場價格範圍擴大，雖然多數的市

場零售價格仍維持在 T0 期的價格水準，價格範圍與變異提高，使得市場的價格離散程

度亦提高。接著，在 T2 期 (圖八)，假設又有數家零售商跟進降低價格，市場價格呈現

高低兩極化的分佈型態，市場價格範圍與變異程度都明顯提高，市場的價格離散程度更

高了。針對這三個階段，下面將從預期價格、可接受價格與價格判斷三個方面來討論

T0 至 T2 價格變化的影響。 

 

市場價格分佈 預期價格帶 可接受價格帶 價格知覺 價格吸引力 

很吸引人 

很不吸引人 高 

低 

高 高 高

低 低 低

外在價格 內在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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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T1 期市場價格型態對消費者價格知覺與判斷的影響 

1. 預期價格帶 

基於預期價格帶立即反映市場價格的變化，隨提供低價之零售點數目增加，消費者

的預期價格邊界，在 T0~T2 期推測可能產生以下移動： 

(1) 在 T0 時，市場價格集中、差異小，因此，預期價格的端點，與市場價格端點

一致。 

(2) 在 T1 時，雖然只有一個零售商低價，由於預期價格反映市場價格，容易突顯出

市場價格分佈 預期價格帶 可接受價格帶 價格知覺 價格吸引力 

很吸引人 

很不吸引人 高 

低 

高 高 高

低 低 低

外在價格 內在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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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點影響效果，消費者的預期價格的下限，會充分反映市場低價水準。 

(3) 在 T2 時，較多的零售商供應低價，造成兩極化的價格型態，在端點影響效果的

影響下，消費者的預期價格帶與前兩期接近。 

 

圖八：T2 期市場價格型態對消費者價格知覺與判斷的影響 

2. 可接受價格帶 

根據 Lichtenstein and Bearden (1989)的內部參考價格相對位置，圖中 T0 時的可接受

價格帶應被涵蓋在預期價格帶中。前述消費者在因應市場價格變化後，會納入個人主觀

市場價格分佈 預期價格帶 可接受價格帶 價格知覺 價格吸引力 

很吸引人 

很不吸引人 高 

低 

高 高 高

低 低 低

外在價格 內在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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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與判斷，對低價的接受度較高，並比較高低價格帶相對價格頻次，所以端點影響效

果較不明顯，但具有較明顯的平均效果，因此，推論在 T0~T2 各個階段，消費者可接受

價格帶的差異如下。 

(1) 在 T0 時，集中的價格型態呈現較高的價格一致性，使得消費者的可接受價格落

在市場價格分佈的區間附近，且範圍較窄。 

(2) 在 T1 時，雖然有一個市場低價出現，但市場平均價格水準仍高，高價相對頻次

較高，因此，相較預期價格的下限，可接受價格的下限不會完全反映市場價格水準。此

時，可接受價格範圍變寬。 

(3) 在 T2 時，隨零售低價數目增加，市場高、低價格對比更明顯，少數的高零售價

格在消費者對低價的高接受度以及頻次捷思下，消費者的可接受價格帶會向低價移動。

可接受價格帶的下限會充分反應市場低價水準。在極端高低價格的對比之下，對比效果

使得消費者對對高零售價格的接受度降低，因而調降可接受價格的上限，此調整可能為

不充分的調整，但可接受價格帶會落在較低的價格區間。 

3. 價格知覺 

如前所述，價格知覺意指「消費者受外在價格刺激之後形成的內在價格尺度，其尺

度上的固定端點隨可接受價格帶寬度與端點的改變而對應到不同的定錨水準」。因此，

隨圖六至圖八中可接受價格帶的移動變化，使得各期的消費者在評估目標價格時，用以

評判的內在價格尺度亦改變，所以，目標價格在價格知覺尺度的落點，隨其定錨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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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不同的價格判斷。 

(1) 在 T0 時， 由於市場價格離散程度較低，並無極端價格相對比，消費者的可接

受價格帶較窄且落在市場價格分佈的區間，因此，價格知覺的內在尺度以較高的可接受

價格帶端點作為定錨比較。可接受的最高價格與最低價格分別是知覺的最高與最低價格

定錨，當目標價格投射至此內在尺度時，反映了目標價格相對於最低與最低價格定錨的

價格吸引力。 

(2) 在 T1 時，可接受價格帶的下限雖不會完全反映市場價格水準，但相對於 T0，

可接受價格範圍向低價移動，價格知覺的內在尺度因而有較低的定錨水準。因此，相同

的目標價格在 T1 時期，投射到內在尺度的相對位置改變，較低的價格定錨比較下，目

標價格較 T0 時較不吸引人。 

(3) 在 T2 時， 由於較多的低零售價格使得可接受價格帶落於更低的價格區間，可

接受價格帶端點同時給予較低的定錨水準，消費者價格知覺的內在尺度中，知覺的最高

價格與最低價格定錨都較前兩期為低，使得相同的目標價格在 T2 期顯得更不具吸引力

了。 

4. 價格判斷（價格吸引力） 

當可接受價格帶變動時，改變消費者對外在價格的知覺，對相同目標價格的判斷也

跟著改變。如各圖所示，可接受價格的範圍端點改變，影響的是消費者用以判斷價格的

價格知覺尺度，可以接受的最高與最低價格是作為定錨的比較基準。可接受價格帶邊界

端點值較高時，相較於較低的情況，會整體提高對目標價格的吸引力評比；可接受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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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寬度變窄時，相較於寬價格帶，可接受價格帶以外的價格其吸引力會明顯驟降。在

T1 時，由於可接受價格下限較低，即使可接受價格上限維持在 T0 水準，此時，對相同

外在價格的評比的價格吸引力降低；在 T2 時，可接受價格上下限皆較 T1 時來得低，會

對相同價格的價格吸引力評比會降低，若此目標價格高於可接受價格帶，則價格吸引力

會更大幅降低。 

初探研究結果彙整 

在此份研究計畫之前，作者曾以初探研究 (Chen and Bei, 2005a; Chen and Bei, 

2005b)探討價格離散對消費者價格知覺的影響，以及廠商建議售價與品牌形象對價格離

散效果的交互影響。主要目的在了解價格離散的潛在影響，與較佳的品牌形象與廠商建

議售價的參考價格能夠降低價格離散負面衝擊的程度。Chen and Bei (2005a)文中以消費

者的可接受價格帶為主軸，探討價格離散、廠商建議售價與品牌形象對可接受價格邊界

值及其變異程度的影響；Chen and Bei (2005b)則以消費者的預期價格為主軸，探討這三

個主要自變數的效果影響。 

初探研究主要採 2 (高、低價格離散) × 2 (有、無廠商建議售價) × 2 (高、低品

牌形象) 受試者間實驗設計。以市售兩公升的鮮奶為產品標的下，價格離散的操弄方

式，如表十所示，區分為高價格離散與低價格離散兩個價格情境，平均價格控制相同，

同時操弄價格範圍與高、低價格端點，這個實驗的高價格離散情境有較寬的價格範圍，

相較於低價格離散情境，其市場最高價格較高，而且市場最低價格較低。廠商建議零售

價操弄水準為為 NT$10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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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高、低價格離散組的零售點價格刺激 
零售價格 A B C D E F G 
高價格離散 70 88 105 77 94 83 99 
低價格離散 85 88 91 86 89 87 90 

研究發現 (Chen and Bei, 2005a; Chen and Bei, 2005b)，相較於消費者的可接受價格

帶，消費者的預期價格帶與市場價格端點較攸關。高價格離散會影響消費者預期價格帶

的邊界，使得消費者有較高的最高預期價格、較低的最低預期價格，兩者似乎呼應了市

場價格的高、低極端價格，見表十主要變數的簡單統計量。然而，價格離散程度於可接

受價格帶的效果卻與預期價格帶不同；高價格離散下，極低的市場價格能夠降低消費者

的可接受價格下限，但極高的市場則無法提高其可接受價格上限。推測有兩個可能的原

因，第一、消費者所能接受的最高價格，受到極端市場低價的影響，而降低其所能接受

的價格水準；第二、相較於可接受價格的下限較受市場價格的影響，尤其當市場價格離

散程度較高時，可接受價格的上限仍受個人因素、外在參考價格、品牌因素所影響。 

研究中雖然未能確定品牌形象與廠商建議零售價對價格離散的交互效果，但發現廠

商建議售價對可接受價格的主效果。提供廠商建議售價的情況下，能夠提高消費者願意

接受的最高價格，也就是消費者願意付出較高的價格購買產品，這與過去在廣告參考價

格的研究發現一致；然而，研究中發現廠商建議售價對預期價格帶的影響較不明確，可

能原因在於廠商建議售價作為參考價格對消費大眾的意義似乎模稜兩可 (Compeau, 

Grewal and Chandrashekaran, 2002; Compeau, Lindsey-Mullikin, Grewal and Petty, 2004)，

表十一亦顯示預期價格帶邊界有較大的變異，此數值意味著消費大眾看法的分歧，有些

消費者也許認為廠商建議售價是市售最高的價格，卻也有人認為市售價格必定低於此參

考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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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兩公升鮮奶價格離散研究：主要變數的簡單統計量 
  高價格離散 低價格離散 
  有廠商 

建議價 
無廠商 
建議價 

有廠商 
建議價 

無廠商 
建議價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形象好 
的品牌： 

 
        

上限 110.22 (13.56) 104.95 (12.78) 103.40 (11.20) 100.62 (11.11)預期

價格 下限 77.06 (8.47) 73.16 (6.71) 79.35 (10.12) 79.10 (9.18)
上限 100.00 (9.55) 96.05 (15.05) 95.80 (10.05) 90.00 (7.58)可接受

價格 下限 71.72 (8.87) 73.95 (8.26) 78.15 (9.06) 74.38 (7.28)
形象差 
的品牌： 

         

上限 106.84 (14.83) 107.10 (10.18) 103.86 (10.11) 98.89 (10.97)預期

價格 下限 75.53 (9.85) 74.45 (7.90) 82.50 (7.53) 77.63 (10.47)
上限 95.79 (13.36) 96.25 (12.39) 99.95 (9.93) 93.84 (10.62)可接受

價格 下限 75.47 (9.09) 73.90 (7.97) 79.05 (9.76) 78.16 (9.31)

在可接受價格帶的影響方面，Chen and Bei (2005a)探討價格離散對消費者可接受價

格變異程度的效果，發現高價格離散確實會擴大整體消費者在可接受價格上限的價格變

異程度，提高消費者觀點的分歧。可能的原因基於以下論點，當市場價格差異很小時，

此價格差異往往為消費者可接受的程度，因此，消費者的可接受價格帶較接近市場價格

帶；當市場價格差異很大，市場高低價格對比之下，對高價產生對比效果，降低對高價

格的接受度。因此，消費者會根據市場價格情況來決定可以接受的最高價格，加上個人

主觀因素的介入影響，往往使得高價格離散下的消費者，可接受價格上限的變異提高。

同時，研究中也發現，高價格離散市場下的極端低價會降低願意支付的最低價格，擴大

可接受價格帶的範圍寬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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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個初探研究僅探討一種價格離散型態，亦即由較高的最高售價端點與較低的

最低售價端點組成的高價格離散市場，尚且無法全面瞭解價格離散的效果影響。因此，

促使本研究計畫試圖進一步深入了解價格離散概念，以及各種高價格離散型態對於消費

者價格知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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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離散概念與論文架構 

關於價格離散的定義，包括「價格範圍」與「價格變異」兩個量化指標，這兩種指

標的變化常伴隨其他統計變數的改變。價格範圍的擴大或縮小，不僅是範圍端點的移

動，價格型態、平均價格或價格變異可能同時也跟著變化。價格變異程度變化，為市場

價格不一致程度的量化指標，在價格範圍或平均價格維持不變時，可隨價格型態不同而

呈現不等的價格變異。如同 Helson (1964)提到刺激的範圍、分佈型態、變異數與幾何平

均數之間是相互影響、密不可分的連動關係，這些變數對消費者價格知覺的形成，預期

價格或可接受價格的邊界都可能產生影響。 

 

圖九  論文研究架構圖 

平均價格 

價格範圍 

價格端點 
低價端點 vs. 高價端點 

價格型態 
集中價格 vs. 兩極價格 

價格離散面向 內部參考價格 / 知覺價格離散 價格判斷 

 可接受價格帶 
邊界值/邊界值變異程度/寬度 

 預期價格帶  

邊界值/寬度 

 知覺價格離散 
知覺價格差異/知覺價格混亂/知覺

價格不一致 

 可接受價格帶 
邊界值/邊界值變異程度 

 知覺價格離散 
知覺價格差異/知覺價格

混亂/知覺價格不一致 

目標價格 
吸引力判斷 

研 

究 
一 

研 

究 

二 

研 

究 

三 



 

 
71

因此，本研究探討價格離散效果時，需分別從四方面來討論，並於後續章節以三個

系列研究分別探討這些面向對消費者內部參考價格與價格判斷的影響。圖九呈現本論文

的研究架構，在此架構中，論文將從四個面向—平均價格、價格範圍、價格範圍端點、

與價格型態四方面探討價格離散的效果。價格離散效果的應變數主要為內部參考價格與

價格判斷。如同前述，市場價格在這四方面密不可分、互為連動，因此，要了解單一前

因的效果是無法於同一套價格設計呈現，而需以三個系列研究分別探討。 

圖九的研究架構中，研究一主要探討「平均價格」與「價格範圍」對消費者知覺價

格離散、可接受價格帶與預期價格帶（邊界值、價格帶寬度與邊界值變異程度）的主效

果與交互效果，以及對消費者價格判斷的影響。為探討平均價格與價格範圍的交互效

果，因此將兩者放在研究一同時討論。相較於可接受價格帶，預期價格帶與市場價格範

圍的連動性較高，因此，研究一其研究假設的應變數著重於可接受價格帶與預期價格帶

兩者，以及對兩者的影響差異，藉以釐清外在價格刺激對兩種內部參考價格帶的不同效

果。 

為同時操弄高、低平均價格與寬、窄價格範圍，研究一的寬、窄價格範圍組在市場

最高價格與市場最低價格兩價格端點皆不同。因此，為進一步探討低價端點與高價端點

可能的不同效果，研究二則在控制平均價格與價格範圍寬度之下，探討「價格端點」對

消費者知覺價格離散、可接受價格帶與價格判斷的影響。 

針對最後一個價格離散的面向—價格變異，則透過研究三的兩種「價格型態」設計

以探討其影響效果，主要應變數同研究二。兩種價格型態的操弄，則是在控制先前系列

研究變數下，如相同的平均價格、相同的價格範圍、相同的價格範圍端點，設計出集中

價格與分散價格兩種型態，以呈現出兩種價格變異程度，亦即集中價格相較於兩極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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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有較高的市場價格變異程度，若以統計指標呈現，則集中價格的市場價格標準差較

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