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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配合本論文之研究主題， 本章將蒐集體驗行銷、體驗價值、顧客滿意、品

牌形象及忠誠度等內容加以探討。主要用以釐清及瞭解各構面之意涵，並支持本

研究各項假設，以及藉由文獻探討來作為發展本研究之理論基礎。 

 

2.1 體驗行銷 

Pine與Gilmore(1998)的“The Experience Economy” 體驗經濟中提到，體驗是

一個人達到情緒、體力與智力，甚至精神狀態達到某一水平時，意識中所產生的

美好感覺。由於商品的同質性越來越高，消費者在意的不僅是商品本身，亦不是

在於品質和價格的些許差異。而是因為參與所獲得的個別體驗所帶來的感受，因

而產生體驗行銷的策略模式。 

2.1.1 體驗(Experience)  

Pine & Gilmore(1998)談到以企業的立場而言，所謂體驗，就是以企業為舞

台，以商品為道具，環繞著消費者，創造出值得消費者回憶的活動。這其中商品

是有形的，服務是無形的，使消費者身歷其中，而所創造出的體驗是令人難忘的。 

Schmitt (1999) 則對體驗的觀點是個體對某些刺激回應的個別事件，體驗包

含整體的生活本質，一般來說是由事件的直接觀察或是參與所形成。消費行為不

僅包含對體驗的追求，消費者的體驗通常不是自發性的，而是受到吸引誘發。體

驗發生的事件和與心理狀態互動而形成，因此體驗應該是都不相同的。以下是關

於體驗一詞的定義之整理： 

 
表2-1 「體驗」一詞之相關定義整理  

提出者 定義 

Mason et al. (2001) 
體驗是3Es 的總結。消費者是以透過所購買的產品，

來滿足各式各樣好玩又有趣的夢想。 

Holbrook (2000) 

二十年前的行銷研究覺醒於愉悅（Hedonie）消費體

驗，並且來自於幻覺（Fantasies ）、感覺（Feeling）、

趣味（Fun），稱為3Fs。近來的研究已從3Es 延伸到



 

‐6‐ 
 

體驗（Experience ）、娛樂（Entertainment）、表現

欲（Exhibitonism）、好消息的分享（Evangelizing）

這4Es 。 

Driver and 

Toucher(1970) 

戶外遊憩體驗可以分為五個構面：計畫階段、去程、

現場活動、回程、回憶。 

McLuhan (2000) 

體驗是記憶的基礎，體驗行銷延伸到許多不同的面

向，有一項新的取向是綜合各類諸如情緒、觸覺、味

覺、嗅覺等感官體驗。沒有人的體驗會完全一樣。體

驗是讓消費者有所感受、留下印象，就是提供體驗。

Norris (1941) 

人們對商品的需求，乃在於透過對商品的擁有，來達

成一些渴望的事件， 也就是說消費的消費價值，建

立在商品所提供的體驗上。 

資料來源：袁薏樺（2003）、賴政豪（2004），本研究歸納整理 

 

經由不同學者對體驗所提出的定義，所謂體驗是指生理、心理、情緒受到外

在環境的刺激誘發後，留下的美好感受，且感受都是獨特的。  

 

2.1.2 體驗行銷 

2.1.2.1 體驗行銷的定義 

Schmitt(1999) 提出體驗行銷的概念，是定義其顧客經由觀察或參與事件

後，感受刺激而誘發其動機，進而產生思考的認同或消費行為。 

O’Sullivan & Spangler(1998) 認為體驗行銷中的四個要素，包括 :因素

(Parameters)、人(People)、外圍設施(Peripherals)、個人傳播資訊(PerInfoCom)。 

透過感官行銷的訴求，創造一種新鮮獨特的感情或知覺體驗。站在消費者感

官、情感、思考、聯想、行動五個面向，經由視覺、聽覺、味覺及嗅覺的刺激，

引發顧客動機，促使消費者產生購買，達成行銷目標，就是體驗行銷。(蘇宗雄 

2000)(高明智 2001)。企業經營者以服務與產品為基礎，並從日常生活情境出發，

創造一個新的感官體驗和價值，感性與理性的抓住消費者的目光 (衛南陽 

2005)。綜合過去學者對於體驗行銷定義的探討文獻，可以將體驗行銷歸納如表

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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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體驗行銷之定義整理 

學者 體驗行銷之定義 

Schmitt(1999)  
個別顧客經由觀察或參與事件後，感受到某些刺激進而誘

發出動機並產生思維認同或購買行為。 

O’Sullivan(1999)  Parameters 、People、Peripherals 、PerInfoCom四元素。

蘇宗雄(2000)  

透過感官行銷訴求，創造一種新鮮獨特的感情或知覺體

驗。他經由視覺、聽覺、味覺及嗅覺之刺激，引發顧客動

機、騷動慾求，促使消費者產生購買，達成行銷目的。站

在品質基礎上加強感性及官能訴求。 

高明智(2001)  
以消費者感官、情感、思考、聯想、行動五個面向，重新

定義、設計行銷作為的一種思考方式，就是體驗行銷。 

衛南陽(2005)  

企業經營者以服務與產品為基礎，並從日常生活情境出

發，創造一個新的感官體驗和價值，感性與理性的抓住消

費者的目光。 

資料來源：黃映瑀(2003)及本研究整理 

 

2.1.2.2 傳統行銷與體驗行銷 

傳統行銷與體驗行銷的差異，是其重視產品功能與效益上的狹隘觀點，開始

轉移到整體的消費情境與品牌體驗。Schmitt(1999) 認為消費者並未將每項產品

當成獨立存在的項目，而分析其性能與效益，相反的，消費者會試圖將每項產品

適用到全面消費情境當中，消費者不再是單方面思考產品，而是找到更寬廣的角

度去思考。   

(張慶珍，2002)傳統4P 的行銷策略，並非完全沒有「體驗」的成分，只是

在其行銷組合當中，消費者所能感受到的是以產品為核心，相較之下，為單一與

狹隘的體驗，這樣的「體驗」圍繞著產品本身，或者是所得到的效益打轉。傳統

行銷手法不強調品牌對消費者的體驗，而也是在傳統行銷當中，品牌只被當成識

別及市場區隔。然而體驗行銷所重視的，是由商品體驗擴大到品牌體驗，並且藉

由多元媒介或生活習慣互相連結，創造特殊而令人難忘的消費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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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傳統行銷與體驗行銷在關鍵特性上的差異點 

評估項目 傳統行銷 體驗行銷 

宣傳焦點 專注於產品功能上與特性 顧客的體驗與感受認知 

競爭者認定 依照產品分類判斷競爭者 檢視情境來判斷潛在競爭者 

市場研究取向 
方法與工具是分析的、定量

的、口語的 
彈性的、多元的及心理的 

顧客群之設定 依產品設計年齡層 具彈性訴求的年齡層 

資料來源:Schmitt(1999)  

 

2.1.2.3 策略體驗模組與體驗媒介 

體驗行銷應是現今行銷的趨勢， 意即行銷的重點不再專注宣傳產品的功能， 

而是營造顧客體驗。Schmitt(1999) 將傳統行銷的觀點包含其中，並以個別消費

者的心理學理論及社會行為為基礎，整合提出體驗行銷(experiential marketing)，

作為管理顧客體驗的概念架構。體驗行銷的架構包括兩個部份：策略體驗模組

(Strategic Experiential Modules，SEMs) 及體驗媒介 (Experiential Providers，

ExPros)。 

(1) 策略體驗模組(SEMs):是體驗行銷的策略基礎，Schmitt (1999)所提的五種策

略體驗模組：感官（Sense）、情感（Feel）、思考（Think）、行動（Act）

與關聯（Relate），說明如下：  

A. 感官(Sense)  

創造知覺體驗的衝擊感受，為產品或服務增加附加價值。經由視覺、聽覺、

觸覺、味覺與嗅覺。經由知覺刺激，產生愉悅、興奮、美麗、與滿足，由此

引發顧客動機進而增加產品價值。 

B. 情感(Feel)  

激發顧客內在的感情與情緒。試圖引起消費者的情緒，並促使消費者的主動

參與情緒，進而透過互動喚起銷費者正面的心情、歡樂與驕傲的連結。  

思考（Think）  

激發創意，使顧客創造認知、解決問題的體驗感受。經由創造驚奇、引起顧

客興趣和多向思考。激勵消費者進行事較具創意的思考和發想，進而對企業

與產品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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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行動（Act）  

影響身體的有形體驗、生活型態與互動。藉由增加身體體驗，指出做事的替

代方法來豐富消費者的生活。設計創造與身體、長期的行為模式與生活型態

相關的消費體驗。 

D. 關聯（Relate）  

包含感上述四個層面。關聯藉由個人與反射對於一個品牌中的較廣的社會與

文化的環境產生關聯，超越個人的感覺、感情、認知與行動。  

表2-4 策略體驗模組  

分類 目標 方式 

感官 

(Sense) 

創造感官衝擊， 為產品添

附加價值 

達成感官衝擊，經視覺、聽覺、嗅覺、

味覺與觸覺，完成刺激而創造知覺體驗

情感 

(Feel) 
觸動個體內在情感與情緒

瞭解引起消費情緒，促使參與。品牌和

正面心情、歡樂與驕傲的情緒連結。 

思考

(Think) 

引發個體思考， 涉入參

與， 造成典範的轉移 

經由驚奇、引起興趣、挑起消費者作集

中與分散思考，創造認知與解決問題 

行動

(Act) 

訴諸身體行動經驗， 與生

活型態的關聯 

增加身體體驗，指出做事的替代的生活

型態、與互動，並豐富生活。 

關聯

(Relate) 

讓個體與理想我、他人或

自社會文化產生關聯 

包含感官、情感、思考、行動等層面，

超越人格，感情，讓品牌與社會文化的

環境產生關聯。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Bernd H. Schmitt 著「Experiential Marketing 」。 

 

(2) 體驗媒介 

體驗媒介是體驗行銷執行的工具，用來創造感官、情感思考、行動及關聯。

Schmitt(1999) 指出體驗媒介是體驗行銷的策略執行工具，可以分為七類:溝通

(communications)、口語與視覺識別(verbal identity and signage) 、產品呈現、共

同建立品牌、空間環境、電子媒介和人。體驗媒介也將會有正向的影響對消費者

在產品、服務的認知，在心理上及生理上，因此經由體驗媒介提升消費者的滿意，

可以幫助業者建立品牌形象，體驗媒介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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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溝通（Communication）:包含廣告、公司內外部溝通（如雜誌型廣告目錄、

新聞稿與年報）等。  

B. 口語與視覺識別（Verbal Identity and Signage）包含名稱、商標與識別CSI

系統；能夠用來創造感官、情感、思考、行動與關聯的品牌。  

C. 產品呈現（Product Presence） 包含產品設計、包裝、品牌代言人或物；在

這個以市場需求的環境，產品的呈現能吸引目光與情感。  

D. 共同建立品牌（Co-branding） 包含事件行銷與贊助、同盟與合作、授權使

用、電影中產品露臉、以及合作活動案等形式。  

E. 空間環境（Spatial Environment） 包含建築物、辦公室、工廠空間、零售與

公共空間、及商展攤位；零售空間變成更具體驗性，產品展示變更重要的

媒介。  

F. 網站與電子媒介（Web Site & Electronic Media） 經由網際網路之間的互動

公來創造顧客體驗；改變現今所熟悉的溝通與互動體驗。  

G. 人（People） 包含銷售人員、公司代表、顧客服務人員，以及任何與企業

或是品牌連結的人。是最有力的體驗媒介。    

表2-5 體驗媒介的種類與形式 

體驗媒介種類 形式 範例 

溝通工具 

包括廣告、公司外部與內部溝通（如

雜誌型廣告目錄、宣導手冊、新聞稿

與年報） 

情人節前的金飾與鑽石

廣告 

口語與視覺識別 品牌名稱、商標與標誌系統等 麥當勞、可口可樂 

產品呈現 產品設計、包裝、品牌吉祥物等 統一超商的Open將 

空間環境 
建築物、辦公室、工廠空間、零售與

公共空間、以及商展攤位等 
星巴克的咖啡環境 

電子媒介 網站、電子佈告欄、線上聊天室等 
亞馬遜(Amazon) 、美國

線上(AOL)  

人 
銷售人員、公司代表、客服人員、以

及任何與公司或品牌連結的人 
Acer電腦的王建民 

資料來源：Bernd H. Schmitt 著「Experiential Marketing」及黃映瑀(2003)及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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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4 體驗矩陣(Experiential Gird)  

體驗矩陣模組與體驗媒介兩者相互配合運用，即構成Schmitt所提及以策略體

驗模組和體驗媒介，建構出體驗矩陣(Experiential Gird)，用來作為體驗行銷的策

略規劃工具。 

 
 

 
 

圖2-1. 體驗矩陣 
 

資料來源：Bernd H. Schmitt 著「Experiential Marketing」。 

 

2.1.3 小結 

以上對體驗行銷的推論探討，其基本觀念，強調媒介的運用，以刺激策略

的使用模組，企業應加強體驗模組之運用，使消費者產生其體驗感受，並產生對

產品或服務的認同，提升整體消費價值。同時引用Schmitt(1999) 所提及之策略

體驗模組中感官、情感、思考、行動與關聯作為體驗行銷的五項構面。 

 

2.2 體驗價值 

2.2.1 價值，(Sheth, Newman & Gross, 1991)激勵消費行為的價值可歸因下列五

種效用： 

(1) 功能性價值（Functional Value）產品的實質能力、獲利能力、實體績效。  

(2) 社會性價值（Social Value）產品的選擇會與社會群體連結。  

(3) 情感性價值（Emotional Value）喚起消費者的情感、情緒。  

(4) 賞試性價值（Epistemic Value）提供新奇的事物，喚起好奇心，求知的渴望。  



 

‐12‐ 
 

(5) 條件性價值（Conditional Value）特殊情況提供較大的功能性或社會性價值。 

Holbrook(1994)指出價值是互動、相對和偏好的經驗，價值是互動的；價值

是種偏好；價值是相對性的，且具個人特色，不同於他人並藉由評價判斷發生後

所決定的現況；價值伴隨著經驗的與消費經驗所衍生有直接關聯。 

 

2.2.2 體驗價值 

  Sheth（1991）提出：消費者選擇是一個多重消費價值功能，消費價值的

差異來自於各種選擇的情況，消費價值是獨立的。消費體驗本身富有許多價值。

體驗價值的知覺是以主要來自消費者與產品或服務在直接或遠距狀態下互動， 

而這些互動提供了個別消費者偏好的基礎。(Holbrook & Corfman, 1985) 

王世澤（2003）根據Sheth（1991）的研究提出，體驗媒介的運用控制與消

費者之間應該存在各種消費價值，消費者在體驗過產品與服務後，會產生消費價

值的認同，進而產生最終的消費行為，體驗與消費價值的因果關係。  

體驗價值可以提供給消費者內部及外部的利益。(Babin & Darden 1995; Batra 

& Ahtola 1991; Crowley, Spangenberg -& Hughes 1992; Mano & Oliver 1993)  

Holbrook(1994)在傳統體驗價值的內在和外在利益的分類之外，還有以其被

動及主動兩種不同分類，發展出體驗價值模型。被動價值來自於消費者對消費目

標的評價或回應。主動價值則源自於消費者行銷實體間合作的增加。 

Mathwick, Malhotra and Rigdon(2001) 定義體驗價值為對於產品屬性或服務

績效的認知及相對偏好，價值的提升是可以藉由互動來達成，但互動可能會幫助

或阻礙消費者目標的達成。 

Holbrook 所提出的架構，將體驗價值分為四個區塊，即消費者投資報酬

(customer return on investment, CROI) 、服務優越性(service excellence)、美感

(Aesthetics)、趣味性(Playfulness) ，如圖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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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價值 

 (intrinsic value)  

   

  外部價值 

(extrinsicvalue)   

 

                

被動價值              主動價值 
(active value)           (reactive alue)  

圖2-2. 體驗價值的類型 

資料來源：Mathwick C., Malhotra N. & Rigdon E. (2001). Experiential Value: 

Conceptualization, Measurement and Application in the Catalog and Internet Shopping 

Environment. Journal of Retailing, Vol. 77, 39-56.  

 

(1) 消費者投資報酬(consumer return on investment, CROI):由財務投資活動、短

暫性以及行為的積極投入與可能產生報酬心理資源的投入。消費者以經濟

效用表達的報酬。 

(2) 服務優越性(service excellence):是自我對外在的被動反應，來自於消費者對

於市場服務、行銷能力的讚賞 (Holbrook & Corfman, 1985; Holbrook, 

1994) 。Oliver(1999)認為服務的優越性的特質是來自於達到完美及標準化

的品質。而服務的優越性來自於提供者傳達他們的承諾。 

(3) 美感(Aesthetics):反應是對於詩歌表演工作的和諧心理反應(Olson, 1981; 

Veryzer, 1993) 。反應在零售環境中顯著的視覺特徵和令人愉快有趣的服務

表現。在零售環境視覺吸引力可劃分為設計、實體吸引力和內在的美感

（Holbrook, 1994），而視覺吸引力和娛樂效果在美感回應目的，是為了達

到立即的滿足，與零售環境能力無關，能使購物任務變得更容易（Deighton 

& Grayson, 1995; Driefus, 1997; Chain Store Age, 1996）。Albrecht(1998)對於

美感的解釋為：顧客直接感受到的體驗。它可以包括對某一產品的視覺、

聽覺、味覺、實體感覺、舒適、內心感受、美感特色以及整個企業環境的

趣味性 

Playfulness 

美感 

Aesthetics 

消費者投資報酬 

Consumer Return on 

Investment 

服務優越性 

Service Excel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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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和心理氣氛。 

(4) 趣味性(playfulness)  

趣味性的交易行為是反映內在的快樂，它的意義是提供逃避現實生活的感受

(Huizinga, 1995,Unger & Kernan, 1983)。存在於自由從事任一活動的各個階

層中。逃避現實是趣味性的一個觀點，即是它給予顧客暫時的從一切中跳脫

(Huizinga, 1995)。 

2.2.3 體驗價值的衡量 

 袁薏樺（2002） 在探討體驗價值與消費價值後指出，體驗價值是消費價值

的一環，而為了更能有效突顯出體驗價值的特性，以情感性價值與功能性價值，

此二構面即足以代表「體驗價值」的衡量。Mathwick, Malhotra & Rigdon(2001)

結合Holbrook 所分類的體驗價值發展出體驗價值的衡量尺度(experiential value 

scale, EVS)來衡量消費者的體驗價值。上述研究文獻所提及體驗價值衡量構面有

所差異，其定義也不盡相同，在衡量構面上最常被提及的為:功能性價值、情感

性價值、社會性價值此三構面最，體驗價值在對不同的產業時，自然其體驗價值

會有不同程度差異。 

2.2.4 體驗行銷與體驗價值之關係 

對體驗價值文獻探討後，得知體驗價值的特性有：(1)來自於消費者對產品

或服務本身的認知與偏好；(2)消費者評估的知覺報酬；(3)功能性與情感性特性

兼具。 

依據相關理論將體驗價值定義為:消費者對產品或服務的認知和偏好，經過

理性與感性的評估後，所產生的知覺報酬，體驗行銷強調顧客的理性與感性，體

驗行銷和傳統行銷不同處在於體驗行銷創造一個獨特的體驗，而其價值因應而

生。因而完美的體驗行銷會帶給消費者提升的體驗價值。 

2.2.5 小結 

體驗行銷與體驗價值之間的相互因果關係， 體驗行銷的正面強度會提升體

驗價值的能量， 同時以Mathwick, Malhotra and Rigdon(2001) 所提出的消費者投

資報酬(customer return on investment, CROI) 、服務優越性(service excellence)、

美感(Aesthetics) 及趣味性(Playfulness)作為體驗價值之四個構面。 

 



 

‐15‐ 
 

2.3 顧客滿意 

2.3.1 顧客滿意的定義 

顧客滿意(Customer Satisfaction, CS）的定義如以以範疇觀點可分為特定交易

觀點(Transaction-Specific) 與累積性觀點(Cumulative)；以性質觀點則分為認知性

觀點(Cognitive)及情感性觀點(Affective)。將各角度不同之學者定義彙整如表2-6 

所示。 

表2-6 顧客滿意之定義 

相關學者 角度 觀點 相關內容 

Howard and  

Sheth(1969) 

以範疇

來界定

特定交

易觀點

購買者相對於犧牲所獲得報酬適當與否的

一種認知狀況，強調評價與比較 

Oliver(1980) 
顧客對產品或服務隻期望與認知績效會造

成滿意的判斷 

Oliver(1981) 顧客滿意乃是一種特定交易的表現 

Howard、Sheth(1969) 

Woodruff(1983) 

Cronin(1992) 

顧客滿意是在特定使用情境下， 對於使用

產品所獲得的價值程度， 一種立即性的反

應程度 

Engel, Blackwell and 

Miniard(1995) 

滿意是購買前與使用產品後， 顧客加以評

估兩者之前的差別是否有一致性 

Hunt(1977) 

累積性

觀點 

滿意度為綜合需求的滿足， 是否快樂， 期

望與績效的交互作用，購買與消費經驗之

評估，消費利益之評價，實際與理想之比

較，從購買中獲得不足與過剩之屬性 

Churchill(1977) 
消費者比較產品所付出的成本與所獲得的

結果，即成本與效益分析 

Woodside & Daly(1989) 

Beardden & Teel(1983) 

Churchill & 

Surprenant(1982) 

顧客滿意是一種消費的態度形成， 且是一

種購後母體， 其反映出消費者在體驗後喜

歡或不喜歡的程度 

Fornell(1992) 一種以經驗為基礎的整體性態度 

Patterson and 

Spreng(2000) 

顧客的經驗與產品的複雜度會對顧客滿意

度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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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er(1977) 

以性質

來界定

認知評

價觀點

由顧客預期的程度和認知成效所產生的 

Latour and Peat(1979) 

(1)再期望與績效不一致時，改變對其績效

之認知；(2)根據某些標準來比較績效；(3)

對產品或服務皆有重要性判斷形成態度。

Oliver(1980) 顧客滿意是期望加上認知的期望風險 

Churchill & 

Surprenant(1982) 

購買和使用產品的結果，比較購買成本與預

期效益所產生的比較結果 

Cina(1989) 期望與實際經驗之差距 

Goodman(1989) 顧客需求、欲望、與期望配合或超過 

Kolter(1991) 是一種購前期望下對產品品質的購後評價

Anderson & 

Sullivan(1993) 
顧客滿意是認知品質與不配合的函數 

Kolter(1997) 
知覺到產品績效與個人期望之差異程度，為

知覺績效與期望的函數 

Westbrook(1980) 

情感評

價觀點

消費者主觀覺得好，則產生滿意 

Woodruff(1983) 在特定適用情境下一種立即性的情緒反應

Cadotte & Jenkinds(1987) 是一種來自消費者經驗的情緒反應 

Bolton(1991) 
購後經驗所產生情感，可能會影響顧客對服

務品質、購後意願和行為的評估 

資料來源：(黃映瑀 2005)及本研究整理 

 

 

2.3.2 顧客滿意評量的基本架構 

Kolter(1997)表示顧客滿意是消費者對於購買的產品或服務，產生的實際結

果是否與原有預期的相符，顧客預期的程度與實際認知差距之衡量。Singh(1991)

從服務行銷、社會心理學與組織理論層面來看，顧客滿意是多重的構面，多重項

目對產品各屬性績效之滿意程度加以衡量，且顧客滿意的衡量會因產業或研究對

象不同而有所差異。Churchill & Surprenant(1982)整合不同的研究結論將主要變數

歸納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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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 顧客滿意定義之差異整理 

顧客期望 

(customer xpectation) 

購買之前預期產品所能提供，顧客的期望反應出其預期的產品績

效 

產品績效 

(product performance) 

購買之後實際之覺的產品績效，產品績效被視為用來與購買前的

一種比較的標準 

不一致 

(disconfirmation) 
消費者購買後知覺產品績效與購買前的期望二者之間差異程度

顧客滿意 

(customer satisfaction) 

比較購後實際知覺的產品績效與購買前期望二者之間一致性的

程度，對產品的整體性態度。是種購後的產出，實際的產品績效

大於或等於事前的期望，消費者將會感到滿意 

本研究整理 

 

 

2.3.3 體驗價值與顧客滿意之關係 

Hawkins et al.(2001) 提出顧客在實際使用過產品或是經歷過服務後，依然相

信這產品符合他們的需求而且提供更高的價值，就可以創造顧客滿意和製造後續

未來的銷售。企業瞭解到分析顧客滿意是重要的，找出影響消費者對產品或服務

滿意度的因素，企業可以改善其使用產品或服務時的體驗，讓消費者能獲得最大

的滿意(Petrick, Morais & Norman,2001) 。Woodruff et al.(1993) 提出消費者在使

用產品經驗的看法，價值與滿意度是相互交錯，滿意是在特定使用環境下，對於

使用產品所獲得價值的一種反應，消費者可能會思考不同價值層次的滿意度，因

此，消費者的滿意度可能會隨著產品利益的等級而有所不同。Holbrook(1994)強

調價值與體驗有關，且價值是在使用產品或服務之後才形成。創造更好的體驗價

值可以帶給消費者更大的滿意度。 

2.3.4 小結 

綜合文獻探討得知，顧客滿意的基本概念主要是購買產品或服務後的評估、

其與事前預期相關、為顧客主觀認定和以體驗為基礎等。體驗價值與顧客滿意有

高度的相關，且提升體驗價值則可以提高顧客滿意。本研究以Kolter(1997)提出

之衡量方式作為本研究衡量顧客滿意度之衡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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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品牌形象 

消費者可能會因為個人經驗或是認知不同，而對某品牌的觀點有所不同。品

牌形象指消費者對某一特定品牌所產生的品牌信念(Kotler,2000)。品牌形象是一

種資訊的提示，在市場行銷中的亦是重要的環節，消費者經由所持有的品牌形象

推想產品品質。成功的品牌形象塑造一種價值的創造，企業認為成功的品牌形象

塑造可以跳脫傳統的行銷競爭，與其他品牌有所區隔。 

2.4.1 品牌形象之定義 

品牌形象為顧客對品牌的觀念和感受(Gardner and Levy,1955)。 

表2-8 品牌形象之定義與相關觀念彙總表 

學者 定義 

Gardner & Levy (1955)  對品牌所具有的一種觀念、感覺和態度。 

Newman (1957)  與相關人員連結之複合形象，決定顧客觀點與抉擇

Herzog (1963)  
反映外在資訊來源所獲得的印象，集結成品牌的性

格。 

Sommers (1963)  產品所具有的知覺象徵 

Bird, Channon &  

Ehrenberg(1970) 
為對於所選擇品牌的持有態度。 

Levy & Gilek (1973)  集合消費者購買該品牌的所有關連，。 

Levy (1978)  為存在於心中的概念及圖像集合。 

Walters (1978)  對於該品牌產品之設計、包裝及屬性的態度。 

Bullmore (1984)  
是觀察者心中所想像及所感覺的，而那些感覺及想

法並非完全相同。 

Raynolds & Gutman (1984) 與競爭者差異化其產品與服務的一種意義與關連。

Park, Jaworski & MacInnis 

(1986)  

經企業的溝通活動所影響的知覺，藉由品牌相關連

活動所產生對品牌的瞭解。 

Dugree & Stuart (1987)  對品牌所具有的象徵性暗示及意涵。 

Dobni (1990)  理性或感性的解讀而形成主觀的知覺現象。 

Biel (1992)  品牌聯想的聯合效果。 

Kapferer (1992)  對品牌散發出的訊號而所產生的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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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 Blackwell &  

Miniard(1993) 
對品牌有形與無形的聯想。 

Keller (1993)  反映在記憶中所持有的品牌聯想。 

Peter & Olson (1994)  
知識與信念，以聯想方式儲存於記憶中，此聯想是

有關於產品屬性與使用品牌的場合。 

Meenaghan (1995)  用以簡化其對於特殊品牌的產品知識。 

Engel, Blackwell & 

Miniard(1995)   
對品牌有形與無形的聯想。 

Bhat & Reddy (1998)  
為資訊的提示，消費者藉此推論出產品品質，並激

發其消費行為。 

資料來源：Biel, (1992). How brand image drives brand equity.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與本研究整理 

 

2.4.2 品牌形象之特性 

Keller(1993)探討品牌形象時，將其特性分成品牌聯想的種類、喜好程度、

強度與獨特性。也將其分成屬性、利益和態度部份。品牌權益是來自於品牌的行

銷效果，即消費者的品牌知識。。 

Biel (1992)認為品牌形象是消費者一看到品牌名稱時，所能產生連結的一組

屬性與聯想，企業形象、產品形象及使用者形象所組合而成的。 

品牌形象的觀點有所不同，主要差異在於形象是由行銷人員和廣告專家主

導，或者是經由消費者本身所產生。 

Bullmore (1984) 強調品牌形象的創造，是個別心理(individual psyche)而定，

反對形象歸屬於品牌本質的假設。與Biel (1992)認為品牌形象為行銷人員和廣告

專家發起與傳播的觀念不同。就企業的觀點而言，品牌形象由行銷人員執行操

作，消費者是被動接收資訊。品牌形象是行銷人員所投射至消費者，即品牌形象

是存在心中的認知。所以企業如何運用專業將品牌形象深植於消費者心中，進而

建立對品牌忠誠的顧客群。 

2.4.3 品牌形象的衡量構面 

Park et al.(1986)認為品牌形象可以分成功能性、象徵性與經驗性形象。Porter 

and Claycomb (1997) 以兩個構面衡量品牌形象：品牌的象徵性及功能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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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要針對此品牌的實用性，而象徵性形象則包括象徵的、有名望的、地位象徵、

及可辨識的等詞語； 對使用者描述特性則使用簡單的、浪漫的、成功的、普通

的、平凡的、順從的、安靜的和高雅的等正反面形容詞作衡量。 

Aaker(1996)認為衡量品牌形象可以分成三個構面，1.品牌價值:功能性利益

有關，品牌所需具備的基本條件，2.品牌特質:品牌的特質連結到顧客感受，會有

不同的差異，3.品牌聯想:擴及此品牌的其他商品及服務。 

2.4.4 品牌形象與體驗價值之關係 

在體驗行銷當中，品牌具更有深度的意義。從商品體驗擴大到品牌體驗，藉

由多元透過各種媒介使品牌多元，創造消費體驗，所以成功的品牌形象可以提升

顧客的體驗價值。 

2.4.5 小結 

品牌形象為存在於消費者記憶中與品牌相連結的聯想，消費者作用其來評斷

產品品質，Keller(1993)定義為”在消費者心中對該品牌之知覺”，並用來推論或維

持其對產品的知覺品質；因此針對不同的品牌形象，將有所差異。Park, Jaworski 

and MacInnis (1986)將消費者所認知到的品牌形象劃分為功能性、象徵性或經驗

性的品牌形象。 

本研究根據消費者心中品牌形象作一形容詞語的測量， 主要採用功能性、

象徵性與經驗性形象來對品牌形象做衡量。 

 

2.5 忠誠度 

行銷策略概念中，顧客忠誠度是提升行銷效益的方法，並且可以留住顧客，

不但如此，還具有累積性與長久的效益。忠誠度維持越久，相對所累積的利益更

深厚。 

2.5.1 忠誠度的定義 

忠誠度有兩派學者，分別強調行為及態度觀點，認為品牌忠誠度包含消費者

在某一期間對某品牌的重複購買行為以及對品牌的思考態度。Griffin(1995)認為

企業提供產品或服務更好，及顧客願意在次消費為所謂產生忠誠度的兩個因素。

而Jones & Sasser(1995)則認為忠誠度是顧客維對特定產品或再次購買的意願的

強度。且分成長期性與短期性而以下本研究將忠誠度的定義及衡量的方法做相關

的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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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9 忠誠度之定義整理 

學者 觀點 

Jones & 

Sasser(1995) 
再次購買或購買其他產品的意圖及向他人推薦的意願

Hepworth & 

Mateus(1994) 

主要差異在於認為顧客滿意驅動顧客忠誠，且顧客忠

誠包含顧客對某一品牌或公司的長久關係維持的承

諾，最終由態度及行為的組合表現出來。 

Jones & 

Sasser(1995) 

是顧客對某特定產品或服務的未來再購買意願，為長

期忠誠和短期忠誠兩種，長期忠誠是顧客長期的購買

Oliver(1997) 
儘管環境的改變及競爭者在行銷上的努力對於消費者

的轉換行為具有潛在性的影響 

Singh & 

Sirdeshmukh (2000) 

顧客忠誠是消費者願意繼續與服務提供者維持關係的

一種傾向。 

本研究整理 

 

2.5.2 忠誠度的衡量 

Fornell et al.(1996)認為顧客滿意產生顧客忠誠，在顧客購買某產品後，會對

該產品產生態度，顧客滿意正向者，再次購買的機率較高，經過時間會形成一種

態度上的忠誠，或許也會透過口耳相傳，將經驗分享親友。Fornell(1992)則以重

複購買之意向、顧客滿意及顧客對價格的容忍度來衡量忠誠度。PZB(1996)區分

為正向與負向的行為意向。顧客給予公司正面行為意向時，對公司會有所讚許且

對其產生偏好，進而增加對其的消費。Stun &Thirty(1991)認為忠誠度應較注重四

種行為面向的指標1.重複購買、 2.購買該公司其他產品、3.向他人推薦、4對競

爭者的免疫程度。Oliver(1980)認為根據過去個人體驗產生態度，而對一項產品

或服務的態度則會影響其購買意願。Jones & Sasser(1995)提出忠誠度反映在行為

面向上會有三種主要構面： 

(1) 再購意願：即顧客願意再次接受某種產品或服務的程度。 

(2) 初級行為：實際上發生重複購買的行為。依照產業之不同，公司可由各種

不同交易資料來推估顧客區隔和實際的再購行為，如購買頻率等。 

(3) 次級行為：顧客主動向朋友或家人推薦的行為。尤其是以服務為產品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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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忠誠客戶的分享，就是其主要的獲得客戶的一個重要管道。 

Oliver(1997)認為忠誠度可分為立即 (short-run)與長期(long-term)，在立即忠

誠方面可用口碑、推薦行為與抱怨來衡量。在長期忠誠方面分為四個階段來衡

量，分別是認知忠誠、情感忠誠、意志忠誠和行動忠誠。 

A. 認知忠誠(Cognitive loyalty)認知忠誠階段的消費者重視的是商品的表現績

效。 

B. 情感忠誠(Affective loyalty)是一種喜好忠誠，由消費者長期累計的滿意經

驗，產生對品牌的喜好態度和情感。 

C. 意志忠誠(Conative loyalty)行為意圖上的忠誠，持續的正面情感產生承諾，

以致於消費者會產生再購買某一產品的允諾，是一種不會實際行動的預期

意圖或再購買動機。 

D. 行動忠誠(Action loyalty)行動忠誠為習慣性購買行為，從意圖轉換為真正以

行動去購買相同企業或同一品牌的產品。 

2.5.3 品牌形象、忠誠度與顧客滿意度關係 

Anderson and Sullivan (1993) 認為顧客滿意對購買行為具有正向的影響，而

這個購買行為是忠誠度中所提及的再購行為之表現。相較於1990年Rechinhheld 

and Sasser 也是認為顧客滿意會使顧客忠誠度提高，意味者顧客未來再購的意願

提高，滿意的顧客會增加其購買次數與購買量。而推論顧客滿意與忠誠度成正相

關關係。Gronholdt, Martensen & Kristensen, (2000)在歐洲學者發展出歐洲顧客滿

意指標(ECSI: Europe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模式中顯示，顧客滿意會直接

影響顧客的忠誠，而且企業形象與人員所呈現的感受品質也具有直接的影響。

Kolter(1997)指出顧客在購買商品後或接受服務後，會在心理產生某種程度的滿

意或不滿意，滿意會提升意願。顧客滿意與忠誠度亦是經營者對產品的自我衡量

指標。          

不同的品牌對消費者產生不同的效果，意即品牌對於消費者來說是具有影響

力的。從Rao &Monroe (1989)提出之實證，品牌品質與顧客品質有正相關，在建

立品質的過程中，品牌形象的營造是重要的一環，顧客滿意和品牌形象具有正向

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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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小結 

由文獻推導探討可以歸納出品牌型形象與忠誠度，以及顧客滿意有相當的交

互影響。同時有許多文獻資料指出此三者之間具有重要的關連。這份研究會將以

上所提到的各面加以連結，同時也是本研究的基本架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