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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達成其設定之研究目的，先蒐集與探討主題相關的文獻並與相關人

員進行深度訪談，藉由文獻探討和訪談的了解，建立研究架構。本研究擬採用體

驗行銷、體驗價值、顧客滿意，品牌形象與忠誠度做為主要行衡量的構面。設定

研究假說，再經由問卷的設計、發放與回收，將各種指標所得的訊息量化進行資

料分析，接著加上質性的焦點團體訪談後，做出結論與建議。 

 

3.1 研究架構與假設 

    由文獻探討可以推知，各個項面所傳達的概念及連結。本研究主要探討體驗

行銷、體驗價值、顧客滿意、品牌形象與忠誠度之間的關聯性，並將焦點放在企

業進行體驗行銷進而產生體驗價值後，對顧客滿意，品牌形象及忠誠度的影響。 

 

 

圖3-1. 本研究概念性架構 

 

 

品牌形象 

 

 忠誠度 

 

 

體驗行銷 

 

顧客滿意 

 

體驗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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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研究假設 

(1) H1:體驗行銷對體驗價值有顯著關係 

H1-1: 感官體驗對消費者投資報酬有顯著關係 

H1-2: 感官知覺對服務優越性有顯著關係 

H1-3: 感官知覺對美感價值有顯著關係 

H1-4:  感官知覺對趣味性價值有顯著關係 

H1-5: 情感體驗對消費者投資報酬有顯著關係 

H1-6: 情感知覺對服務優越性有顯著關係 

H1-7: 情感知覺對美感價值有顯著關係 

H1-8: 情感知覺對趣味性價值有顯著關係 

H1-9: 思考體驗對消費者投資報酬有顯著關係 

H1-10: 思考知覺對服務優越性有顯著關係 

H1-11: 思考知覺對美感價值有顯著關係 

H1-12: 思考知覺對趣味性價值有顯著關係 

H1-13: 行動體驗對消費者投資報酬有顯著關係 

H1-14: 行動知覺對服務優越性有顯著關係 

H1-15: 行動知覺對美感價值有顯著關係 

H1-16: 行動知覺對趣味性價值有顯著關係 

H1-17: 關聯體驗對消費者投資報酬有顯著關係 

H1-18: 關聯知覺對服務優越性有顯著關係 

H1-19: 關聯知覺對美感價值有顯著關係 

H1-20: 關聯知覺對趣味性價值有顯著關係 

 

(2) H2: 體驗價值對顧客滿意有顯著關係 

H2-1: 消費者投資報酬價值對顧客滿意有顯著關係 

H2-2: 服務優越性價值對顧客滿意有顯著關係 

H2-3: 美感價值對顧客滿意有顯著關係 

H2-4: 趣味性價值對顧客滿意有顯著關係 

 

(3) H3: 體驗價值對品牌形象有顯著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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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1: 消費者投資報酬價值對品牌形象有顯著關係 

H3-2: 服務優越性價值對品牌形象有顯著關係 

H3-3: 美感價值對品牌形象有顯著關係 

H3-4: 趣味性價值對品牌形象有顯著關係 

 

(4) H4: 體驗價值對忠誠度有顯著關係 

H4-1: 消費者投資報酬價值對忠誠度有顯著關係 

H4-2: 服務優越性價值對忠誠度有顯著關係 

H4-3: 美感價值對忠誠度有顯著關係 

H4-4: 趣味性價值對忠誠度有顯著關係 

 

(5) H5: 顧客滿意對忠誠度有顯著關係 

 

(6) H6: 品牌形象對顧客滿意有顯著關係 

 

(7) H7: 品牌形象對忠誠度有顯著關係 

 

(8) H8 人口變數對顧客滿意具關聯性 

 

(9) H9 人口變數對品牌形象具關聯性 

 

(10) H10 人口變數對忠誠度具關聯性 

 

(11) H11 人口變數對體驗價值具關聯性 

 

3.1.2 研究架構 

 經由文獻探討中推知，各個項面所傳達的概念及連結。本研究以

Schmitt(1999)所提出五個策略體驗模組構面:感官、情感、思考、行動與關聯作

為體驗行銷的子構面。在體驗價值方面則引用Mathwick, Malhotra and 

Rigdon(2001) 所提出的消費者投資報酬、服務優越性、美感及趣味性四個子構面

來發展本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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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3.2 研究對象與抽樣設計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體驗行銷、體驗價值、顧客滿意、品牌形象與忠誠度間之

關係，以其活動方式及社群影響的差異性模式之 Nike 運動行銷 Running Club 作

為研究探討對象，以參加過 Running Club 的消費者為研究對象。抽樣地點為 Nike

信義區旗鑑店門口之活動的現場為調查範圍，調查時間從 2009 年 4 月 28 至 5 月

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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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變數的操作型定義、衡量構面問項與衡量方法 

     在此針對體驗行銷、體驗價值、顧客滿意、品牌形象與忠誠度等構面的操

作型定義及衡量構面問項，列示如下： 

3.3.1 體驗行銷 

Schmitt(1999) 提出體驗行銷是基於感受某些刺激而誘發所產生思維認同或

實際消費行為。並認為體驗行銷是五個衡量構面所組成:感官、情感、行動、思

考與關聯，所以本研究以此加以討論，同時在衡量構面方面，本研究採用

Schmitt(1999) 提出之感官、情感、行動、思考及關聯， 各變項之操作型定義及

衡量問項如表3-1。 

 

表3-1 體驗行銷之各變項之操作型定義及衡量問項 

衡量構面 操作型定義 衡量變數 

感官體驗 
經由五感方式刺激顧客，創造正向知

覺的感覺 

視覺注意、聽覺注意 

整體注意。 

情感體驗 
內在的感情與情緒，激發消費者自動

的參與 

舒服自由、親切愉快、

回味無窮。 

行動體驗 吸引顧客進而有型的參與體驗。 
加入會員、活動參與、

親自參與體驗活動。 

思考體驗 促使顧客產生集中與分散的思考 
改變想法、引發好奇、

加以思考 

關聯體驗 
讓其想法與其他社群聯結，同時對其

他社群產生影響。 
經驗分享、健康象徵。 

  本研究整理 

 

3.3.2 體驗價值 

本研究採Mathwick, Malhotra and Rigdon(2001) 之消費者投資報酬、服務優

越性、美感及趣味性作為體驗價值四個衡量構面。同時依據相關理論及定義認為

其操作型定義:消費者對產品或服務的感受認定， 經過自我思考的衡量差異後，

所產生的感受偏好。其各變項之操作型定義及衡量問項，整理如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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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體驗價值之各變項操作型定義及衡量問項 

衡量構面 操作型定義 衡量變數 

消費者投資報酬 價值產出比所投入成本高 
收費滿意、物超所值及

超出預期 

服務優越性 
以優良之產品環境，提供特殊的

客製化服務，超乎消費者的期望

服務品質、專業提供、

同業領導、具有特色 

美感 
消費者對產品及整個企業環境視

覺陳示的直接體驗與感受價值 

活動吸引、環境動線良

好、設計風格 

趣味性 
消費者在使用過程中所感受到快

樂、興奮與跳脫的內在感受價值

趣味歡樂、忘卻其他、

享受其中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3.3 品牌形象 

Park, Jaworski and MacInnis (1986)認為品牌形象可以分成功能性、象徵性與

經驗性形象。品牌形象是消費者記憶中對品牌的聯想，通常也是評價產品品質的

重要指標，同時也是產品的知覺品質推論與維持，消費者的知覺品質差異，多半

來自於功能性、象徵性及經驗性，所以，本研究採用其來對品牌形象的衡量。 

 

表3-3 品牌形象之各變項操作型定義及衡量問項 

操作型定義     衡量變數 

消費者記憶中對品牌的聯想，通常也是評價產品品質

的重要指標，同時也是產品的知覺品質推論與維持

品牌品質、領導品牌、

產品專業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3.4 顧客滿意 

顧客滿意是指消費者使用過產品或服務後，個人的期望與實際感受的差異。

購買產品或服務前的預期與事後的評估比較後的滿意程度感受，本研究以

Kolter(1997) 所提出之衡量項目作為問項之參考指標，同時滿意度的高低是受到

知覺與期望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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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顧客滿意之操作型定義及衡量問項 

操作型定義 衡量變數 

顧客滿意是指購買產品或服務前的預期與事後

的評估比較後的滿意程度感受 

活動滿意、設施滿意、整體

滿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3.5 忠誠度  

Fornell et al.(1996)認為顧客購買某產品後，會對該產品產生正向感受而再次

購買的機率較高，經過時間而形成態度上的忠誠，或許也會將經驗分享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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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us & Brandt(1995)則多提出了購買該公司其他產品的衡量構面。本研究採

用其來對品牌形象的衡量。 

 
表3-5 忠誠度之操作型定義及衡量問項 

操作型定義 衡量變數 

購買產品後，對該產品產生正向感受而再次購

買，而形成態度上的忠誠，也會將經驗分享親友

重購意願、推薦他人、交

叉購買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4 問卷設計與抽樣 

研究架構及研究對象敘述過後，按所研究的五個構面發展出適合的問項，分

別是消費者體驗、體驗價值、顧客滿意度、品牌形象、忠誠度與個人基本資料。

前五個部份問項採用李科特（Likert）五點量表作為測量尺度；5分代表非常同意，

4分代表同意，3分表示沒意見，2分表示不同意，1分則是非常不同意。受測者之

基本資料則以名目尺度衡量。同時也與Nike主辦單位及專家討論形成初步的研究

架構的問項。然後完成信效度檢驗後，將問卷定稿。 

本研究以問卷作為測量之工具，內容分別為感官體驗、情感體驗、行動體驗、

思考體驗、關聯體驗、消費者投資報酬、服務優越性、美感、趣味性、顧客滿意、

品牌形象、忠誠度與受訪者個人基本資料。問卷設計題項如下圖表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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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問卷設計題項 

 

體
驗
行
銷 

感
官
體
驗 

視覺注意 Aa1 活動的擺設與環境讓我感覺吸引人。 

聽覺注意 Aa2 我會注意活動播放的音樂或其他聲音。 

整體注意 Aa3 活動的整個安排和規畫引起我的注意。 

產品注意 Aa4 我注意到 Nike 所提供的慢跑鞋體驗產品。 

情
感
體
驗 

自在舒服 Ab1 活動場所設備及準備讓我感覺到自由舒服。 

親切愉快 Ab2 活動服務人員的態度讓我感覺到親切。 

回味無窮 Ab3 活動的體驗活動讓我感覺到愉快並且回味無窮。 

行
動
體
驗 

加入會員 Ac1 我會樂於參加 Running Club 所提供的安排和各種服務 

參與活動 Ac2 我會加入 Running Club 會員，參加其活動 

親自體驗 Ac3 我會樂於參加 Running Club 所辦的各種產品體驗活動 

思
考
體
驗 

改變想法 Ad1 參加活動體驗後，我對慢跑的想法有所改變 

引發好奇 Ad2 參加體驗活動後，我會更注意慢跑的相關知識。 

加以思考 Ad3 參加體驗活動後，激發我對慢跑有更多的思考和想法 

關
聯
體
驗 

經驗分享 Ae1 我在Running Club找到共同興趣的朋友並互相經驗分享

經驗分享 Ae2 我會與親友討論到 Running Club 的經驗。 

健康象徵 Ae3 我認為參加 Running Club 是健康的運動。 

體
驗
價
值 

消
費
者
報
酬

收費滿意 B1 Running Club 活動不須要收費，讓我覺得滿意。 

物超所值 B2 Running Club 的安排與服務讓我覺得物超所值。 

超出預期 B3 我參與 Running Club 的效果，超出我原有期望。 

服
務
優
越
性 

服務品質 B4 Running Club 提供良好的服務 

專業提供 B5 Running Club 提供的設施，專業知識是良好的。 

同業領先 B6 我認為 Running Club 體驗活動是領先同業的體驗活動 

具有特色 B7 我認為 Running Club 是別具特色的體驗活動。 

美
感 

活動吸引 B8 Running Club 活動美感設計是吸引人的。 

環境動線良好 B9 Running Club 安排的環境和動線是具設計感。 

設計風格 B10 我對 Running Club 的體驗活動設計具有動態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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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
味
性 

趣味歡樂 B11 Running Club 除了可以運動，還帶給我歡樂。 

忘卻其他 B12 我在 Running Club 能讓我忘掉平時的壓力與煩惱。 

享受其中 B13 參與 Running Club 產品體驗活動，讓我愉快、樂在其中

顧
客
滿
意 

活動滿意 C1 我對於 Running Club 提供的活動感到滿意。 

設施滿意 C2 我對於 Running Club 提供的設施感到滿意。 

整體滿意 C3 就整體而言，我參加 Running Club 是滿意。 

品
牌
形
象 

品牌品質 D1 Nike 的品牌品質非常好。 

產品專業 D2 我覺得 Nike 的產品是專業的 

領導品牌 D3 Nike 是領導品牌。 

忠
誠
度 

重購意願 E1 我願意再來參加 Running Club 活動。 

推薦他人 E2 我願意推薦朋友來參加 Running Club 活動。 

重購意願 E3 我願意購買 Nike 所提供體驗的慢跑鞋產品。 

推薦他人 E4 我願意推薦親友購買 Nike 所提供體驗的產品。 

交叉購買 E5 我願意購買 Nike 其他運動商品。 
 

本研究整理 

 調查填答者之人口統計變數，以名目尺度衡量。(1)參與活動的次數。分為

「1-16次」、「17-32次」、「33次以上」。(2) 參加活動的來源。分為「朋友介

紹」、「自己加入」、「看到通路廣告」或「其他」。(3)居住地區。「台北市」、

「台北縣」或「其他」。(4)性別。「女性」或「男性」。(5)年齡:受訪者實際歲

數。分為「25 歲以下」、「25-45 歲」、「46-65歲」、「超過」四個等級。 (6）

學歷:所受正式教育之最高學歷。分為「大專院校」、「研究所以上」、「其他」

三個等級。(7)職業：「就業中」、「自由業或經營者」、「學生」、「待業中」、

「其他」五個等級。(8)每月所得。分為「30,000以下」、「30,001-59,999元」、

「60,000元以上」三個等級。 

 

3.5 資料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SPSS 13.0 統計軟體作為分析工具。按照研究目的、研究假設及

各構面的衡量尺度，採用下列的統計方法，進行資料分析與假設的檢定。 

(1) 敘述性統計分析：利用次數分配、百分比等敘述性統計量，概括瞭解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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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樣本結構。除此之外，以平均數及標準差來描述各構面平均分數之高低及

變異程度。另外以100分總分來轉換本研究問卷5分制的衡量，在結論及敘述

性上較易解讀。 

(2) 項目分析(Item analysis)：用以判斷本研究各構面題項是否具有鑑別度。 

(3) 信度/效度分析：針對各研究變項之構面進行信度/效度分析，以了解問卷測

量之穩定性、正確性與有效性。 

(4) 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 測量研究各構面間的相關強度，藉由相關

係數（Coefficient of Correlation）衡量，以對各研究構面間之關係有初步的

瞭解。 

(5) 迴歸分析：利用逐步迴歸(stepwise regression)分析法，計算自變項於依變項

中所佔之權重與影響程度，藉以篩選自變項中重要的構面。選入準則為p 值

小於或等於0.01，刪除準則為p 值大於或等於0.05。 

(6) 獨立樣本 t 檢定、one-way ANOVA：檢定各人口變項是否會對體驗價值、

品牌形象、顧客滿意與忠誠度得分造成顯著差異。 

 

3.6 預試問卷分析 

3.6.1 項目分析 

本研究採用內部一致性效標分析法t檢定作為預試問卷刪題的依據，將所有

受測者在預試問卷各變項之得分總和排序，以得分較高者之27％為高分組，得分

較低者之27％為低分組，檢定兩群組在某題項得分平均數差異的顯著性，其t值

若大於critical value 1.96 時，表示該題項可以鑑別不同問卷填答者的反應程度；

反之，表示該題項不具有鑑別之能力，則應刪除該題項。各構面分析結果如附錄

二之表A、B、C、D、E 所示，以其鑑別度而言，是不需刪題的。 

 

3.6.2 信度分析 

研究工具信度越高，代表其測量誤差值愈小，且良好的信度亦是研究工具有

效性(效度)的先決條件。一般是以Cronbach’s α來衡量同一個構面下各題項之間

之一致性，若其值大於0.7，表示其內部一致性良好。本研究依據有效回47份預

試問卷分析結果如表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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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 預試問卷各構面Cronbach’s α係數彙整表 

變項 構面 題數 Cronbach′s  α 

體驗行銷 

感官體驗 4 0.720 

情感體驗 3 0.724 

行動體驗 3 0.851 

思考體驗 3 0.855 

關聯體驗 3 0.730 

體驗價值 

消費者報酬 3 0.730 

服務優越性 4 0.760 

美  感 3 0.900 

趣味性 3 0.771 

顧客滿意 3 0.785 

品牌形象 3 0.828 

忠 誠 度 5 0.795 

 

 

由上表可發現各構面之 Cronbach＇s α值介於 0.72~0.90 間，代表本研究預

試問卷的信度良好，可直接進行問卷正式發放。   

             

3.7 質化訪談 

上述的研究方法為問卷量化之資料分析，為使結果更完整，本研究進行質化

訪談。焦點團體法是一種被廣泛運用的行銷研究方法之一，用來測試消費者對於

行銷方法的反應，本研究運用此方法之基本特性進行訪談，以特定主題的方式進

行訪談，以擷取參與者對某些主題的態度或看法，甚至是內隱的知識。 

本研究為之訪談在問卷收集後針對特定主題進行討論，以 Nike Running club 體

驗會員對象。時間為 2009 年 5 月 19 日晚上，地點於會員活動場所。將其訪談紀

錄於附錄三，同時將結論與量化結果整合於結論與建議之章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