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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此論文研究主要在探討價格離散對消費者價格知覺的影響。本章將總結前章系列研

究的主要發現，並且回顧第一章的研究目的，檢視主要發現與研究目的關聯。其次，進

一步提出研究發現對於理論與實務的意涵，以作為未來價格研究與實務界處理價格離散

議題的參考。最後，則提出本論文研究的研究限制與未來研究的建議。 

主要發現與結論 

價格離散通常以市場價格範圍或價格變異程度衡量 (Pan et al., 2002)。此統計衡量

指標能夠呈現特定產品在某一時點於特定通路的真實價格差異。因此，衡量價格離散

時，必須排除產品異質性，如品牌差異、產品內容差異等，以及排除通路異質性，如通

路特性與服務性質的差異。本研究主要發現是從消費者知覺與判斷探討消費者如何解讀

此資訊，而主要研究發現能對價格離散議題進一步的瞭解。 

1. 價格離散效果 

本研究先將價格離散的構面區分為三種主要可能的效果來源—平均價格與價格範

圍效果、範圍端點效果與價格型態效果，並分別以三個系列研究的實驗，逐一瞭解這些

效果來源對消費者內部參考價格的影響，尤其在預期價格帶與可接受價格帶這兩類內部

參考價格的影響，並且比較兩者的差異。本論文第一個研究目的，即在瞭解上述四個價

格離散效果來源對消費者價格知覺與判斷的影響。首先在平均價格方面，與適應水準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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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的預測相符 (Helson, 1964)，本研究發現平均價格會影響消費者的可接受價格帶，隨

平均價格水準改變而同向變動；相對地，與市場價格範圍連動性較高的預期價格帶，則

不受平均價格水準的影響。其次，在價格範圍與價格端點效果方面，價格範圍亦影響消

費者願意接受的價格水準，特別是少數低價端點會使得消費者願意接受的價格帶調整到

較低的價格水準。研究一的寬窄價格範圍，在高價端點與低價端點皆不同，因此，寬價

格範圍的最低價格水準更低於窄價格範圍，此最低價格水準可能亦同時影響可接受最高

價格，受限於窄價格範圍有較低的高價端點，使得價格範圍的效果無法觀察得到。研究

二則解決此問題，以固定單一價格端點的比較方式，確立價格範圍端點對可接受價格帶

的影響，並發現低價端點與高價端點的影響效果並不相同。消費者重視少數極端低價，

會據此調整其可接受價格帶，但是，少數極端高價的影響力則並未在研究中得到驗證。

如同本研究提出的論點，價格刺激帶有價值的成分，消費者對於低價與高價確實有不對

稱的反應；低價對消費者的影響權重是比較大的。最後，在價格型態方面，固定價格範

圍、端點與平均價格不變時，本研究發現價格型態的效果對可接受價格帶的邊界值並無

影響。 

價格範圍對預期價格帶的影響效果，本研究在消費者的預期最低價格得到較為明確

的結果，亦即消費者會依據市場最低價格來決定其預期最低價格。至於在預期最高價格

方面，方向上亦支持其與市場最高價格的連動程度，但在研究中亦發現，當市場價格範

圍落差不大時，消費者會提高對於預期最高價格的估計，亦即有高估的趨勢，造成研究

資料在預期最高價格的組間差異無法達到顯著性。然而，整體而言，消費者的預期價格

帶與價格範圍的連動程度較高。此結論與過去研究採用市場價格估計消費者的預期價格

一致 (Kalwani and Yim, 1992; Kalwani et al., 1990; Urbany and Dickson, 1991)。 

由於市場價格變異為價格離散的慣用指標，研究中也進一步探討市場價格變異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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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價格帶邊界值的變異程度是否有關聯。綜合三個研究結果，可歸結造成可接受價格

帶變異的原因與決定其邊界水準的原因並不相同；平均價格或價格範圍，雖是可接受價

格帶的影響因素，卻非邊界值變異程度的影響主因。研究二發現，一般探討價格離散常

用的市場價格變異指標，非影響可接受價格變異的原因。研究證據顯示，相較於變異程

度較高的高價端點組，市場價格變異程度較低的窄價格範圍組，可接受價格帶邊界有較

高的變異程度。因而，市場價格變異程度高低並非造成邊界值變異程度的主因，市場價

格型態的方式才是影響重點。透過研究三再次驗證，集中價格的市場變異程度較低，但

是在可接受最低價格的變異程度反而較大；兩極價格有較高的市場價格變異，在可接受

最低價格的變異程度反而較小。上述結果亦說明了市場價格變異程度未必反映整體消費

者可接受價格帶的不一致，必須去看價格型態才能預測可接受價格帶的變異程度。除了

價格型態，研究中亦發現消費者知覺市場的價格水準與市場最低或最高價格有衝突時，

會影響消費者可接受最低價格的變異程度。因此，當市場價格維持於高價水準，但同時

市場的價格範圍很寬，此時市場最低價會造成一般消費者願意，其願意接受最低價格出

現不同的看法。過去研究在探討內部參考價格時，除 Kosenko and Rahtz (1998)討論到額

外市場價格資訊能降低可接受價格上限的變異，並未曾以其變異程度作為應變數來探

討，本研究結果則發現其與市場價格的關聯性。當消費者大眾的可接受價格帶變異程度

提高，代表其接受價格水準意見分歧，直接影響的是價格促銷的效果。 

2. 內部參考價格帶的差異 

針對本論文研究的第二個研究目的，探討預期價格帶與可接受價格帶的差異。從研

究結果亦指出可接受價格帶與預期價格帶的明顯差異。三個研究的資料顯示，可接受價

格帶與預期價格帶有部分的重疊。圖二十一以研究二的窄價格範圍資料為例。首先，預

期價格帶與外在市場價格的價格範圍比較接近；其次，兩價格帶彼此並非完全重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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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價格非完全涵蓋在預期價格帶之內。顯示這兩個內部參考價格為不相同的概念。最

後，從其邊界值來比較，消費者提供的可接受價格有偏低的趨勢。不同於 Lichtenstein and 

Bearden (1989)概念呈現內部參考價格的關係，其可接受價格帶是包含在預期價格帶之

中，從本研究資料則顯示，消費者的可接受價格帶的偏低趨勢，使其上、下限在趨勢上

都低於預期價格帶的邊界。由於本研究的受測者為大學生樣本，學生族群對價格的敏感

度可能偏高，亦可能較易形成可接受價格帶偏低的趨勢。 

  

圖二十一 預期價格帶與可接受價格帶的相對關係圖—以研究二窄價格範圍為例 

這次的研究發現部分驗證了可接受價格帶與預期價格帶的兩個主要差異。首先，消

費者預期價格帶反映市場價格範圍端點水準，來自價格範圍端點的效果較明顯。研究發

現支持消費者的最低預期價格有隨價格範圍連動的趨勢，雖然研究發現亦指出最高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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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不受影響，但在方向上得到支持。此外，研究中亦發現消費者對數位相機這類產品，

在市場高、低價格差距小時，反而會有高估最高預期價格的趨勢，以致於作為對照的情

況下，無法反映出寬價格範圍組的效果。其次，研究發現突顯了可接受價格帶與預期價

格帶另一差異點，可接受價格帶反映消費者對市場價格的知覺，取決於平均價格與高、

低價格帶的相對頻次，是由於高低價格帶的相對頻次會影響市場平均價格水準。研究中

發現，可接受價格帶確實較受到平均價格的影響。高、低價格帶的相對頻次不會決定可

接受價格邊界的價格水準，但會透過平均價格影響邊界值的價格水準。所以，觀察可接

受價格帶邊界值的變化，必須從平均價格的改變評估。由於平均價格的效果，背後的觀

點為價格頻次的相對性，所以價格資訊複雜時，消費者傾向以價格帶的價格頻次作為處

理價格資訊的捷思。 

3. 知覺價格離散 

在第三個研究目的上，三個研究結果釐清了市場價格離散與消費者知覺價格離散的

關連。首先，消費者知覺價格離散為單一因素，可呈現在知覺價格差異、知覺價格不一

致與知覺價格混亂三方面。雖是單一因素，但分析結果顯示價格離散在這三個指標的變

化有時不盡相同。一般市場價格離散的報告皆以特定時點、特定區域或通路的市場價格

「範圍寬度」與「價格變異程度」描述價格離散的程度。本研究以操弄價格範圍、價格

範圍端點與價格型態為主，操弄背後呈現的價格範圍寬度、變異程度的變化，部分情況

可反映在消費者的知覺價格離散；然而部分則否。當市場價格離散程度高，是呈現寬價

格範圍時，研究一發現指出寬價格範圍確實會提高消費者知覺價格離散，一併反映在知

覺價格差異、不一致性與混亂程度三方面。如研究二發現，若市場價格離散程度高，是

來自少數極端低價或極端高價，則消費者知覺的價格離散程度會有所不同。在少數低價

的情況，消費者對少數低價端點與其他市價的差別，會產生較高的知覺價格離散，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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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在知覺價格差異與知覺價格不一致的程度上。相對地，少數極端高價的高價格離散

市場，並不會造成等同的知覺價格離散效果，亦即消費者感受到的價格離散程度與窄價

格範圍沒有差異。這也說明了統計指標描繪的價格離散程度，與消費者感受的價格離散

程度，兩者為不同的概念。此外，高價格離散市場中，少數極端高價與少數極端低價若

給予消費者不同的感受，從研究二的結果可進一步推論其背後心理機制，可能是由於消

費者對於金錢損失與利得的不對稱反應，使得消費者對低價格刺激比對高價格刺激更敏

感，也更容易知覺價格離散的程度。 

4. 價格知覺與價格判斷之關係 

在價格知覺與價格判斷之間的關連性方面，綜合整理三個研究在價格判斷的發現，

可以看到可接受價格帶的變化與價格判斷間的關連性，當可接受價格帶受到影響時，在

比較組間的價格判斷差異時，會在部分的目標價格上顯現出差異。這是因為可接受價格

帶的邊界給予消費者在知覺尺度上不同的比較基準，因此在判斷的尺度評分上有所不

同。此外，本研究在價格判斷的分析上有幾個重要結論。首先，較低的可接受價格帶不

會造成消費者對所有目標價格的吸引力評比降低，需視可接受價格帶下限與目標價格的

距離而定。在研究一與研究二皆發現，當消費者的可接受最低價格高於目標價格時，對

目標價格的吸引力評分反而會更低。這是因為消費者對於過低的目標價格，在產品品質

與價格的權衡上，有產品品質方面的顧慮，因而，較接近可接受最低價格的目標價格反

而有極高的吸引力。其次，在研究一與研究二皆可觀察到遠高於可接受價格帶的目標價

格，其價格吸引力評比因為對比效果而大幅降低，而無關乎可接受價格帶的價格水準。

所以，只要高於可接受價格帶的價格，不會因為可接受價格帶水準而有評比上的相對差

異。從上述兩點總結，可接受價格帶與價格判斷的關係，並非孰高孰低的正負關係。必

須比較目標價格是否落在可接受價格帶之中，以及與可接受價格帶邊界的距離，才能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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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消費者的價格判斷是否有變化。最後，雖然本研究目標價格的選擇皆在價格刺激的操

弄附近，但是，由於各研究受測者的可接受價格帶邊界值都在 NT$10,000~NT$14,000

左右，僅以五個目標價格評比，較難突顯可接受價格帶變化在價格判斷方面的改變。譬

如研究一寬價格範圍組與窄價格範圍組的可接受價格帶分別為 NT$10,520~NT$12,596

與 NT$11,033~NT$12,785，因此兩組在目標價格為 NT$10,500 與 NT$12,250 時有差異，

但是要比較對目標價格評分的變化，則需要兩個目標價格之間細分更多的目標價格供受

測者評比。 

5. 其他研究發現 

自研究二開始，多加入了購買意願、延遲購買、低價搜尋意圖、產品品質與產品信

賴度作為應變數的衡量，試圖進一步驗證價格離散對消費者態度與行為的影響。由於實

驗操弄以價格刺激為主要重點，在產品特徵或屬性強調的不多，難以市場價格單一屬性

的操弄影響消費者購買意願與知覺品質。然而在低價搜尋意圖方面，有少數極端高價的

寬價格範圍市場中，有這些少數高價扮演參考價格的功能，給予消費者較強的低價搜尋

動機。雖然少數的高價端點不會擴大消費者的知覺價格離散程度，但多數的低價也未能

降低消費者搜尋更低價格的意圖。過去研究曾發現當消費者已知市場價格差異時，會給

予其較強的動機作價格的比較 (Urbany et al., 1996)，本研究發現則更進一步提出，少數

極端高價的對比更會驅使消費者去搜尋價格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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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論意涵 

本研究發現在理論貢獻與意涵上，主要價格離散與價格刺激的特性兩方面。各系列

研究從價格離散的各面向探討外在價格刺激對消費者價格知覺與價格判斷的效果，豐富

目前價格離散理論在消費者影響層面的瞭解。此外，價格研究常借用心理物理理論預測

外在價格刺激的影響，以物理刺激比擬產品價格時，對不同價格刺激其價值差異是有不

足，消費者對市場極端低價與極端高價可能有的不對稱反應，藉由本研究的探討得到進

一步的驗證。以下則分別討論本研究發現於這兩方面的理論貢獻。 

1. 價格離散方面 

過去針對價格離散議題的探討，多著重於描述價格離散現象或前因 

(Lindsey-Mullikin and Grewal, 2006; Maynes and Assum, 1982; Pan et al., 2002)或價格離

散對價格資訊搜尋的影響 (Urbany, 1986; Urbany et al., 1996 )。價格離散描述了特定產品

於特定時間、空間的市場價格差異或變異程度，本研究提出一種分析架構，從價格離散

各面向探討其影響效果，透過嚴謹的實驗設計，從平均價格、價格範圍寬度、價格範圍

端點與價格型態四面向討論價格離散對消費者價格知覺與價格判斷的可能影響。 

研究結果亦顯示真實價格離散與消費者知覺價格離散一致與缺口的部分。過去價格

離散研究，皆從統計指標，如價格範圍或價格變異程度呈現市場價格離散的程度，並從

指標數字的大小推論市場價格離散的程度。雖然統計指標具有客觀性，但能夠呈現與代

表的資訊內容未必豐富。有別於此一觀點，本研究探討客觀統計指標與消費者主觀知覺

價格離散的關係，且研究結果顯示兩者之間存在著缺口。從消費者的觀點，市場價格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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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的寬窄差別，除整體知覺較高的價格離散程度，細部地反映在較高的價格差異、價格

不一致與價格混亂三方面。本研究更進一步發現，若市場價格範圍變寬是由於少數極端

低價搭配多數較高價格而組成，則整體而言，消費者亦會知覺較高的價格離散程度，但

不同的是，消費者的感受是反映在較高的價格差異與價格不一致兩方面；相對而言，少

數極端高價則不會影響其感受；而價格混亂的感受，主要受市場價格變異程度而定，隨

市場價格型態的變化而改變。因此，若以消費者的主觀感受來描述高價格離散現象的

話，市場價格範圍寬窄讓消費者感覺到價格差異；若僅是少數極端低價造成的高價格離

散市場，則消費者亦會感覺價格有較高的不一致；若高價格離散主要是市場價格變異程

度的差異，非價格範圍的寬窄變化，則消費者感受價格的混亂程度則會隨市場價格變異

程度提高，而感受到較高的價格混亂程度。從消費者角度去解讀價格離散的議題，得到

的資訊較客觀統計指標要來得豐富與細緻。 

2. 價格刺激的價值特性差異 

此外，價格研究常運用心理物理理論的物理刺激類比價格刺激，如同範圍理論 

(Volkmann, 1951)可以協助預測外在價格刺激對消費者的影響，本研究發現與

Janiszewski and Lichtenstein (1999)研究一致的是，價格範圍的寬窄會影響消費者的可接

受價格帶。然而，一般在運用心理物理理論時，並未提到低價端點與高價端點的相對影

響上的不同，價格刺激的價值差異並未被突顯，消費者對不同價格的感受差異無法被預

測。本研究結果證實，相較於窄價格範圍時，當市場價格範圍變寬，少數極低價格會改

變消費者願意接受的市場價格水準，只願意接受較低的價格；但少數極高價格並不會有

相同的影響力。相對而言，當市場價格範圍很窄，最高與最低價格差異在消費者可以接

受的範圍之內時，消費者對市場極端價格的感受差異不會如此明顯，則極端高、低價格

的權重影響差別亦不會顯現。範圍理論應用在預測市場價格端點的影響時，皆假設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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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有相同的權重，然而真實世界的消費者對低價端點與高價端點有著不同重視程度；

在高價格離散時，消費者重視低價程度遠大於高價，連帶地影響其願意接受的產品價格

水準。因此，在價格研究方面，不可忽視消費者對低價的敏感度在理論應用時的特殊性。 

實務建議與管理意涵 

在實務層面，本研究結果可供預測特定產品價格離散程度的衝擊。一般而言，欲瞭

解特定產品的價格離散程度，會先從市場價格調查、抽樣，轉換為統計指標以捕捉市場

價格的整體樣貌，無論是最高價格、最低價格、平均價格、價格範圍或價格變異都可以

計算得知。一般而言，以客觀的統計指標代表是能夠快速瞭解市場價格樣貌的方式。本

研究的發現則能夠提供實務界在作市場價格解讀時，有多些認識與瞭解。若能由這些數

字預測對消費者的影響，不論對產品廠商或零售通路商的價格策略擬定皆能有所幫助。

在運用平均價格、價格範圍寬度與端點，或價格型態來預測消費者的價格知覺，需綜合

以上因素來解析價格離散的影響程度，以及預測消費者知覺價格離散的程度。譬如當市

場價格範圍，由於少數極端低價的出現而擴大，此時必須同時注意這些低價端點與平均

價格水準改變會促使消費者調低其可接受價格帶，消費者可能更無法接受其他較高的市

場價格。倘若目前市場價格範圍寬度、平均價格水準未變，只是價格型態的方式不同，

則消費者的可接受價格水準仍可維持於市場價格水準。 

然而，不同的價格型態之下，若市場價格變異程度擴大，則消費者可能會較先前感

覺價格的混亂程度提高。並且，某些價格型態之下，市場零售價格橫跨不同價格帶，反

而會使得消費者的可接受價格帶邊界值的變異程度提高，消費大眾願意購買的產品價格

看法變得更分歧。從研究結果發現，市場價格變異程度未必與消費者內部參考價格的變

異程度或知覺價格離散成正比。因此，實務界在運用市場變異價格解讀其衝擊時必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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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注意。一般而言，相較於窄價格範圍時，寬價格範圍的高價格變異程度確實讓消費者

知覺到較高的價格離散程度。然而，價格型態會形成相反的預測。當市場價格變異程度

小時（如集中價格），消費者的可接受價格帶變異程度反而較大；而市場價格變異程度

大時（如兩極價格），消費者的可接受價格變異程度反而較小。當市場價格範圍擴大時，

此時若極端低價為少數，代表已有少數價格破壞者出現，消費者願意接受的最低價格水

準會有較大的分歧，廠商或多數高價的零售商應即時採取行動，以防加入價格戰的通路

增加，或者以其他行銷活動方式，轉移市場低價對消費者吸引力，提高本身銷售產品的

吸引力。 

實務界透過本研究同時可以瞭解到客觀價格離散與消費者知覺價格離散的異同

處。在運用市場價格指標解讀價格離散的影響時，亦需將其轉換成消費者的語言。雖然

價格範圍擴大，確實會使消費者知覺的價格離散程度提高，若同時市場價格存在少數極

低價格，則消費者感受到的是較大的價格差異；若相反地，同時市場價格存在少數極高

價格，由於高價對消費者的影響力不若低價，因此，知覺價格離散並未提高。這些少數

高價也並不會維繫消費者對產品價格的觀感。如果是市場價格變異程度改變，則消費者

可能覺得產品價格變得更混亂，可以預期的是，不確定的產品售價可能會降低消費者的

購買意願。 

在進行產品價格抽樣時，可以消費者會搜尋、比較的購物區域來設定區域範圍。因

此，本研究結果的應用可以套用在特定區域或競爭區位的價格離散議題分析，不一定僅

適用於總市場的價格狀況。對於零售通路而言，為因應其他競爭者的低價策略，有以買

貴退差價的策略 (Low price guarantee, LPG)，給予消費者退回價差得到價格補償的機

會。雖然此策略多少彌補無法即時因應低價競爭的情況，抑或維持短期低價競爭的衝

擊。但是，當消費者主動發現相同產品的更低售價，等於已知市場價格差異。即使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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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不主動申請差價退回，零售價格的差異仍會影響其內部參考價格，對其回購機會仍有

影響。 

本研究結果亦提供了消費者權益保護的管理與政策意涵。從消費者觀點而言，搜尋

價格資訊需要花費心力，且從成本與效益比較時，消費者未必能從價格搜尋的過程裡建

構產品的價格知識。如同廠商或通路商，消費者也以自己的成本在「抽樣」市場價格，

對產品價格知之甚詳的消費者，價格抽樣比較全面性；對產品價格知識缺乏的消費者，

則僅抽樣到部分的價格資訊而已。當價格離散會對消費者的價格知覺與判斷有所影響

時，能對價格離散狀況多所掌握，消費者便能以較合理的價格取得相同產品。因此，本

研究提供消費者權益保護方面的政策意涵，首先在於鼓勵廠商將消費產品的價格透明

化，譬如主動標示建議售價或提供價格資訊平台供廠商使用，一方面可藉此降低產品在

通路的價格離散程度，另一方面則能協助消費者抽樣到不偏的產品價格情報，自能減少

以不合理價格購買的情況。其次，針對部分消費者購買頻率較低、價格知識不足或通路

間價格離散程度高的產品，可由消保官或消基會代替消費者抽樣市場價格，以了解市場

價格離散情況，並主動發佈予消費者購買前的參考，則能降低消費大眾搜尋價格資訊的

成本。 

研究限制與未來研究建議 

由於研究目的在瞭解價格離散對價格知覺的影響，本研究在價格離散的操弄，選擇

給予受測者價格刺激的方式，來操弄價格離散與相關因素，如平均價格、價格範圍等。

價格刺激的呈現方式是依序呈現，一個價格接一個價格傳遞價格資訊與受測者，相較於

一次呈現所有價格資訊的方式是有所不同的。因此，在外推本研究結果至其他情境，如

網際網路的價格比較網站，消費者可一次搜尋到特定產品在特定網路零售通路的價格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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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需特別注意研究發現的外部效度。 

如同前述，本研究選擇 5 個目標價格檢視受測者的價格判斷，目標價格的設定會限

制對價格判斷變化反應的敏感程度。由於可接受價格帶的變化比較微小，在檢視此價格

帶變化與價格判斷的關連時，最好先瞭解消費者可接受價格帶的可能範圍，在範圍中將

目標價格作更細微的切分，以觀察價格判斷在此區間的變化。因此過去研究探討外在價

格刺激對價格判斷的效果時，使用的目標價格約在 10 個以上 (Janiszewski and 

Lichtenstein, 1999; Niedrich et al., 2001)。然而，要運用較多的目標價格供受測者判斷，

最好能簡化其他應變數的衡量，或將研究焦點設定在價格判斷的探討，以避免重複題目

多次衡量對受測者的負面影響。 

其他限制本研究結論外部效度的因素，包括產品類別、品牌形象、通路差異等。在

產品類別方面，這次選用的數位相機為高涉入產品，高涉入產品通常是購買頻率較低且

單價較高的產品，相較於低涉入產品，當市場價格差異較大時，其絕對金額差異也較高，

因此，消費者購買前的價格較能避免價低買高的情況，亦適合用以探討價格離散的議

題，也因此類推本研究結果至低涉入產品時需要特別注意。然而，消費者對於高、低涉

入產品的價格差異的接受度或許並不相同，花費心力搜尋、比較價格能節省的金額固定

之下，如同 Grewal and Marmorstein (1994) 提到價格的心理物理假設解釋，反而消費者

在購買低單價的產品時更願意多尋找便宜的價格。但是，對某些對市場價格主導、控制

權較低的高涉入產品品牌而言，零售價格的差異明顯，價低買高的機率大，消費者反而

願意多花一些時間、心理比較價格，避免無謂的金錢損失。 

此外，本研究採用以呈現價格資訊的產品品牌為日本品牌 Nikon，其品牌形象良

好，倘若是低品牌形象的產品價格出現高價格離散的情況，其市售極端高價的指標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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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不同於形象良好的品牌，能夠潛在提升消費者的可接受價格帶。此外，通路因素在

研究中是控制不變的因素，然而，價格離散的情況也經常出現在跨不同通路屬性時，譬

如一般認知量販店的售價會低於便利商店。當未來研究考慮通路差異，並帶入價格離散

的議題時，可能會有新的結論。這方面是值得未來研究多加探討的。 

在價格型態的效果，本研究採用兩種型態相比較，並且是以不同價格帶的價格分佈

操弄集中價格與兩極價格。當分佈型態是以重複價格的頻次作為操弄時，被重複的價格

影響權重較大，與單一價格的分佈型態結論可能會有不同。這類重複價格頻次操弄的方

式，曾在價格促銷研究 (Alba et al., 1994; Alba et al., 1999)或價格判斷研究 (Niedrich et 

al., 2001)探討過。某些市場價格離散程度擴大時，極端低價為少數，但大多數的市場價

格可能是相同的（如依廠商建議售價出售的零售點）。未來研究可考慮以操弄重複價格

的頻次為多數市場價格，搭配少數極端低價或極端高價，進一步瞭解重複價格在高價格

離散情境時，對消費者價格知覺的影響差異。 

本研究定義價格離散是針對相同特徵的產品與服務，於同性質的產品或服務提供者

的價格，在特定的時點或時間範圍內，以範圍或變異衡量所顯現的價格差異程度。一般

消費者在比較價格時，若感覺價格離散程度很大，可能會自己尋找合理的理由以解釋價

格差異、不一致或混亂的情況。本研究以實驗法控制許多價格操弄差異之外的因素，亦

是考量到歸因對研究結果的可能影響。因此，消費者的歸因方式的探討，以及無法歸因

時的反應可以作為未來研究進一步探討的方向。此外，隨時間改變的價格差異是後續研

究可以繼續探討的重點。消費者解讀過去、現在與未來的價格資訊變化，與解讀特定時

間的跨通路價格差異，其知覺感受應該不同。過去的產品售價是一個重要的價格參考

點，距離決策時點多久之前的過去售價會被作為主要比較參考點，與消費者的價格記憶

有關，也與這中間價格離散的變化情況有關。因此，以跨時間價格離散的程度探討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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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散議題，是值得未來研究進一步探索的方向。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價格離散對消費者價格知覺與判斷的衝擊。由於價格離散是

一個多構面組合而成的市場價格形貌，因此，本研究從平均價格、價格範圍、價格範圍

端點與價格型態各因素切入，以實驗方法瞭解上述各主要因素對消費者內部參考價格與

價格判斷的影響。並且，研究中衡量了消費者的知覺價格離散程度，與一般常用的市場

價格離散指標相比較，研究發現市場價格範圍或市場價格變異並不能直接用以詮釋消費

者的感受。因此，本研究結果提供未來價格離散研究一個新的觀點，並彌補目前文獻在

價格離散對消費者價格知覺影響上的研究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