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在進行生活型態相關文獻的探討，前半部份內容包括生活型態的緣

起、定義、衡量構面、在行銷上的應用、生活型態與價值觀等文獻探討，後半部

份則是台灣地區生活型態研究之整理。 

第一節 生活型態的緣起 

生活型態源於社會學和心裡學，意指個人特定的生活模式，用以探討各種族

群和社會階級的生活模式差異，主要的理論基礎是 George A. Kelly (1955)的「個

人建構論」(Theory of Personal Constructs)，指出人們會對所處環境中所發生的種

種事件予以構念化、邏輯化並轉換成有先後次序的因果關係系統，這些經驗會建

構出人們對環境的基本假設和推論基礎，供人們往後用以解釋、理解、和預測其

周遭面對的所有事件 (Wells，1975)。 

早期行銷上多用人口統計變數來描述消費者，但受限於人口統計變數不夠豐

富，無法讓行銷人員對消費者有一整體性的理解藍圖，因此漸漸有學者希望透過

生活型態來深入瞭解消費者的想法，以描繪出消費者的具體寫照，其中，

Plummer(1974)主張“生活型態研究的假設前提是你對你的顧客越認識、越瞭解，

你越能有效地和其溝通及對其從事行銷活動，並提出以 AIO 和人口統計變數四

構面構成的生活型態模式，兼具人口統計變數的優點和心理特性研究的豐富性，

可以有效地幫助行銷人員瞭解消費者，將生活型態的衡量和應用具體化。芝加哥

大學的 William D. Wells(1974)教授也發表了許多論述，表示行銷人員必須對消費

大眾有深入的瞭解才能制訂有效的行銷策略，倡導「生活型態」可幫助行銷人員

對消費者有深入的認識，使行銷人員在制訂行銷策略時更切合消費者的需求，更

能有效地打動消費者。於是在許多學者的大力倡導下，1960 年代後期和 1970 年

代，生活型態被廣泛應用於行銷界，成為行銷人員耳熟能詳的名詞。 



第二節 生活型態的定義 

生活型態的定義在早期十分分歧，William D. Wells 在 1975 年發表的生活型

態相關文章之綜合性評論文章「心理描繪之綜合性評論」(Psychographics： A 

Critical Review)中提到他看到 24 篇關於生活型態的文章就有 32 個生活型態的不

同定義(Wells，1975，p.196)，可見一斑，在此先列舉幾個較具代表性的生活型

態定義。 

 Alan R. Andreason (1967)： 生活型態是一社會科學概念，意謂著特定個人

或團體生活上表現出來的行為特性的總合，可被視為資源配置的問題。他

認為生活型態是一個重要的觀念，可被視為資源配置的問題，在固定資源

下 (如時間)，不同群體會在不同的活動上分配多少其擁有的時間，可以作

為預測其未來時間如何使用的基礎，也就是說，這種種不同群體間不同的

資源配置方式，可作為預測其未來消費模式的參考基礎。 

 William Lazer (1963)： 生活型態是一個系統性的概念，它代表著某一社會

或是某一群體團體在生活上所具有的特徵，這些特徵可以顯示出不同社會

或不同群體間的差異。而這些特徵上的差異來自於文化、價值觀、資源、

法律等各方面因素所綜合影響的結果，從行銷的角度來看，消費者的購買

和消費行為就反映出一個社會的生活型態。 

 

後來 Engel (1984) 提出生活型態的整合性觀點，表示生活型態是人們生活和

花費時間、金錢等資源的模式，可以反映出個人所從事的活動、感興趣的事物和

其意見，是個體自其所處環境中的許多影響因素如文化、社會階級、參考群體和

家庭等所學習得到的。更明確地說，生活型態可被視為個人內部價值系統和人格

特質所衍生出來如何的決策模式。 

由上可知，不論各方說法為何，可以發現生活型態 (lifestyles)的定義必涉及



生活 (life)行為、形式或模式等關鍵詞。因此，生活型態可以說是一個人或群體

的行為模式，在資源有限下，人們會有自己分配資源如時間或金錢的取捨模式，

而這些取捨模式來自於個體的價值判斷系統，會受到經驗、信仰、文化、社會階

級、參考群體和家庭等因素綜合影響，最後呈現在個人活動、興趣、意見等生活

行為模式上。透過生活型態分析，行銷人員得以深入瞭解消費者想法，甚而預測

消費者可能會有的消費模式。 

第三節 生活型態的衡量構面 

1970 年代，Reynolds & Darden (1974)首先提出以活動 A (Activity)、興趣 I 

(Interest)、意見 O (Opinion)三個構面來衡量生活型態，並對 AIO 此三個構面予以

定義，在 1974 年，Joseph T. Plummer 則提出以 AIO 三個衡量構面加上人口統計

變數的生活型態衡量四構面，成為行銷研究者最常採用的衡量構面，之後，SRI 

(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的 Arnold Mitchell (1983)在原本的 AIO 概念上導入價

值觀(Values)，提出 VALS (Values and Lifestyles System)的衡量構面。後來經由 SRI

對 VALS 的不斷修正，整合了生活型態、價值觀和資源發展出一套可以系統化地

將美國消費者分為八類的 VALS II 分類方式。 

一、Reynolds & Darden 的 AIO 三構面 

Reynolds & Darden (1974)以 A、I、O 三個構面衡量生活型態，並對 AIO 此

三個構面做了以下的定義： 

 活動 (Activity)：指一種具體明顯的活動(manifest action)，像是看電視、

購物或是和告知鄰居一項新服務訊息等。雖然這些活動是很容易被觀察

的，但是這些行動背後的理由卻是很難被衡量的。 

 興趣 (Interest)：指個人對於某些事物或主題產生的興奮程度，能吸引

一個人特殊且持續性的注意。 



 意見 (Opinion)：指個人對外界環境的刺激下產生的問題所做出的口頭

或文字上的回應。用來描述個人對各種事物的解釋、預期和評價，像是

對他人意圖的信念、對未來某些特性事件的預期和各種行為原因所應得

到賞或罰的判斷邏輯。 

二、Plummer (1974) 生活型態四大構面 

在生活型態發展成熟之前，最常用來瞭解消費者的構念是人口統計變數、社

會階級和心理特性，其中人口統計變數因為容易量化並容易將消費者分群，因此

廣被使用，但人口統計變數缺乏豐富性，常需要以其他方面的資料補強，社會階

級就替人口統計變數增加了許多深度，但是同樣的，社會階級必須補充對受眾心

理面的瞭解方有意義，心理特性極具豐富性，但是在應用到大眾上時可能缺乏信

度。以 AIO 和人口統計變數四構面構成的生活型態模式如表 2-1 所示，兼具人

口統計變數的優點和心理特性研究的豐富性，可以有效地幫助行銷人員瞭解消費

者(Plummer，1974)。  

表 2.1  Plummer 的生活型態構面 

活動 興趣 意見 人口統計變數 

工作 

嗜好 

公眾事物 

度假 

娛樂 

社團 

社區 

購物 

運動 

家族 

家庭 

工作 

社區 

消遣 

流行 

食物 

媒體 

成就 

自我 

社會議題 

政治 

商業 

經濟 

教育 

產品 

未來 

文化 

年齡 

教育 

所得 

職業 

家庭規模 

住所 

地理位置 

城市大小 

生命週期階段 

               資料來源：Plummer, Joseph T. (1974).“The Concept and Application of Life Style 

 Segmentation,” Journal of Marketing, Vol.38 (Jan): p.34. 



三、VALS 和 VALS II 

在 1970 年代，學者 Arnold Mitchell 將價值觀及資源的觀念導入原本的 AIO

構面上，建立 VALS (Value and Life Style)系統，1978 年美國加州史丹佛研究院

(SRI)正式開始進行 VALS 調查(Http://www.sric-bi.com/VALS)，隨機抽樣 1,600 位

18 歲以上的美國消費者，回答超過 800 項問卷問題，統計歸納出美國消費者的

三種價值導向：需求導向、內部導向及外部導向，並劃分出以下九種生活型態群

體(Kahle，1986)： 

 存活者 (Survisors)：是美國社會中最貧窮可憐的一群，通常是貧窮的老

人。 

 支撐者 (Sustainers)：也是貧窮可憐的一群，但和 Survisors 不同的是，

這群人尚未放棄希望，他們想努力成為中產階級。 

 歸屬者 (Belongers)：歸屬者是 VALS 分類中最大的一群，這群人比較

想適應自己現在所屬的群體，表現出符合群體期望的行為，而比較不是

力爭上游。 

 力爭上游者 (Emulators)：力爭上游者是心理上比歸屬者成熟的一群，

他們仍然力爭上游努力爬向更高的社會階層，他們想效法在物質上最成

功的那群成就者。 

 成就者 (Achievers)：是美國夢最成功的典範，通常是企業或政府的領

導者，受過良好教育，收入高，是已婚的白人。 

 自我者 (I-am-me)：這群人處於從 Outer 到 Inter 的轉換階段，大多處於

叛逆期，比較浮華、自我表現和自我中心，因此也是最常被注意的一群。 

 閱歷豐富者 (Experientials)：當自我者成熟後大多變成閱歷豐富者，這

群人喜歡嘗試各種生活經驗，找出各種的可能性，和我就是我 (I-am-me)



不同的是，經驗者 (Experientials)比較會注重和他人間的互動關係，而

不是僅注意自己。 

 社會自覺者 (Societally conscious)：這群人和成就者 (Achievers)一樣都

在社會上有所成就，但他們更注意整體社會的問題，具有高度社會責任

感，他們其中很多人是替弱勢團體爭取利益的社運活動的領導者。 

 集大成者 (Integrateds)：是一群內在及外在皆達最佳整合狀態，且心理

上臻完全成熟的人。 

此後十年間，SRI 不斷發展 VALS 衡量構面，最後發展出一套整合生活型

態、價值觀及資源的分類系統 VALS II，以自我導向程度和資源豐富程度兩構面

來區分生活型態類型。 

其中，由自我導向程度可得三種不同的購買行為，原則導向(Principle-oriented) 

的消費者由信念與原則主導消費，較不受情感、欲望或他人意見所影響；社會地

位導向(Status-oriented) 的消費者受他人的行動和意見影響消費決策，常從事具

有成功表徵意謂的購買行為；行動導向(Action-oriented)的消費者則受本身的生理

需求或所參與社會活動所影響。依此構面，可將美國消費者有系統地分為八種類

型：實現者(Achievers)，有許多資源與高度自尊的成功、主動、複雜的消費者，

最重視他們的形象；履行者(Fullfilleds)，滿足的、成熟的、舒適與反省的人，傾

向於實際對所購買的產品尋求功能、價值與耐久性；信仰者(Believers)，原則導

向的人，信仰基於宗教、社群、家庭和國家所建立的準則，會購買經典名牌或愛

用國貨。成就者(Actualizers)，專業導向的人，喜歡規律自律的生活勝於承擔風

險和追求自我挑戰，偏愛對同儕團體而言是成功象徵的名牌；奮鬥者(Strivers)，

需要別人的認同，尋求安全與成功的形象，但儘管他們極力力爭上游想變成他們

想要的樣子，卻缺乏達成目標所需的資源。體驗者(Experiencers)，年輕、熱忱、

衝動的消費者，喜歡冒險、變化和刺激。他們喜歡新的、不尋常的產品和活動。

勞作者(Makers)，專注於自給自足的家庭和工作環境中，很少注意圈外的問題。



會注意功能性的產品，如新的工具或卡車等。奮力謀生者(Strugglers)，貧窮且教

育程度低、無社會束縛，只關心眼前問題，如食物和醫療等，是謹慎小心的消費

者，尋求保障和安全。自 1978 年來，SRI 持續不斷地進行美國人 VALS 與 VALS

的生活型態調查並發表許多論述，目前已是進行美國人長期生活型態分析時能提

供最齊全資料的資料庫，這些研究調查也成為美國行銷學界想探討美國人生活型

態時所能引用的寶貴資料。 

第四節 生活型態與價值觀 

SRI 的 Arnold Mitchell 在 1970 年代在原本的 AIO 概念上導入價值觀，並發

展出 VALS 量表，後來 SRI 將此概念不斷加強，發展了 VALS 和 VALSII 量表來

將美國人的生活型態分類，在學術界及實務界皆應用甚廣，也奠定了將價值觀納

入生活型態量表的研究模式。Rokeach (1973)認為「價值是一種持久性的信念，

是人類特有的一種心理建構，是個體用以判斷事物、行為對錯的一種標準，可以

指引個體從事被社會所接受的行為，是人類部份態度和行為的決定力量」，價值

觀可說是個體形成態度和從事行為的指引。生活型態則是一個人或群體的行為模

式，在資源有限下，人們會有自己分配資源如時間或金錢的取捨模式，而這些取

捨模式來自於個體的價值判斷系統，會受到經驗、信仰、文化、社會階級、參考

群體和家庭等因素綜合影響，最後呈現在個人活動、興趣、意見等生活行為模式

上。根據 Engel (1984) 所提出生活型態的整合性觀點，也提到生活型態可被視為

個人內部價值系統和人格特質所衍生出來如何的決策模式。因此要深入瞭解台灣

人，除了探討其所呈現出來之生活型態外，更要探討背後支持其生活型態的價值

體系。 

本節將探討價值觀、價值觀的分析構面，以及華人價值觀，並探討比較有關

台灣人的價值觀研究，作為探討台灣人生活型態變遷的依據。 

 



一、價值觀的定義 

價值原為經濟學上之名詞，經濟學家用價值的觀點，探討人類的選擇行為；

後來哲學家則轉向探討人類的價值，探討人類要如何達到內心的滿足，之後，人

類學家亦開始探討人類的價值意義、價值變遷、價值衝突、價值規範以及價值的

作用等問題(楊國樞，1993)。 

Burgess (1992)整理不同學者的論述發現，經濟學者認為價值在回答『效用』

的問題。他們對人的行為有一個假設，即人的行為主要出於一種理性，因而理性

決策理論 (rational choice theory)一直是經濟學門中研究價值的主流理論。從社會

學的觀點來看，價值是由角色、地位、社會控制、規範、獎賞或懲罰等社會文化、

宗教信仰等環境架構型塑而成，個人行為往往是為符合社會期待的結果。而心理

學家則從需求 (need)的觀點看待價值。大部分的心理學家認為，個人對愛，支持，

自我滿足，他人認同，權力，地位，自尊….等有極大的需求存在，而這些都是

人終其一生所追求的目標。不同時期、不同領域關於價值觀的定義很多

(Burgess ，1992)，此處將僅列舉歸納國內外較廣被接受的一些價值觀定義。 

在國內學者方面：文崇一(1972)認為『價值是個人或社群用以判斷事物或行

為的一種標準。』白崇亮(1979)定義『價值觀乃指個人在評價後，能帶給個人某

種程度的意義，而逐漸形成一種足以影響行為模式的趨向。』王雲五(1979)的社

會學大辭典中則對價值有如下之解釋『價值是指人對於目的的任何欲求、欲望或

態度，它是影響人思想及行為之意識型態之動因』。楊國樞(1993)則定義『價值

被視為是人們對特定行為、事物、狀態或目標的一種持久性的偏好，此種偏好在

性質上是一套兼含認知、情感及意向三類成份的信念，價值不是指人的行為或事

物本身，而是指用以判斷行為好壞或對錯的標準，或是據以選擇事物的指涉架

構』。 

在國外學者方面：Kluckhohn (1951)定義『價值是個人或一個團體獨特的有

關可欲事物明確或隱含的理念』而這種理念會影響個人或團體的願望、行動目的

和行為方式。Morris (1956)則認為『價值是人類對某目標喜好的傾向』。Rokeach 



(1973)對價值觀的定義則是『價值是一種持久性的信念，是人類特有的一種心理

建構，是個體用以判斷事物、行為對錯的一種標準，可以指引個體從事被社會所

接受的行為，是人類大部份態度和行為的決定力量』。Schwartz (1990) 定義『價

值是對於物品、行動、生活方式、社會或政治團體及其結構所做選擇時，所謂好、

更好或最好的一種原則或標準』。並提出價值可分為個人的、團體的以及社會整

體的三個層次來加以討論。 

歸納整理以上的定義，價值觀可說是一種心理狀態，是個體對某目標偏好的

傾向，可作為個體判斷好壞、對錯、是非的標準，並指引個體從事能被社會所接

受的行為。 

二、價值觀理論 

關於價值觀的理論甚多，涉及領域亦廣達各學門，以下是幾個較常被應用的

價值理論。 

一、Spranger(1928)的價值理論 

德國哲學家 Spranger (1928)是最早以價值觀來劃分人的學者，他以人類生活

中所依據的信念，將人分為以下六個價值類型： 

1.理論人 (The Theoretical)：重視真理、知識及實證。 

2.經濟人 (The Economic)：重視有用的東西、講實際及求效用。 

3.藝術人 (The Aesthetic)：重視型式、和諧及對稱，認為真理與美是同等重要。 

4.社會人(The Social)：強調利他主義 (Altruistic )或博愛 (Philanthropic)。 

5.政治人 (The Political)：重視權力 (Power)及影響力(Influence)。 

6.宗教人 (The Religious)：重視天人合一性，強調宇宙一體 (Unity)。 

但 Spranger 認為這六個類型只是極端值，沒有一個人完全屬於某一類型，



而是每個人都或多或少擁有該六個類型的特質，只是程度不同而已。 

二、Rokeach (1973)的價值理論 

Rokeach 嘗試整合多位研究學者之價值理論，以發展出一套人類價值觀之綜

合觀點。其首先對人類價值觀的本質提出了下列幾個基本的假設： 

1. 個人所擁有的價值觀數目是有限的。 

2. 每個人雖然擁有相同的價值觀，但其所偏好的程度不同。 

3. 價值觀可組成為一個價值系統。 

4. 形成價值觀的先決條件包括文化、社會、社會制度、及個人人格特質等。 

5. 價值觀所造成的影響或後果，會呈現在社會學家認為值得探討的一切現象中。 

Rokeach 根據其假設，認為價值的本質應包括下列幾項： 

1. 價值觀是恆久的 (A value is enduring) 

2. 價值觀是一種信念 (A value is a belief)：價值觀是一種信念，包括描述 

(Descriptive) 或存在  (Existential) 信念、評價  (Evaluative) 信念、規範 

(Prescriptive)或禁止 (Proscriptive)信念。其中，描述或存在信念指的是 capable 

of being true or false；評價信念指的是客體判斷好壞的信念；規範或禁止信念

指的是只讓個體行動的原因或結果是令人滿意的信念。總之，價值觀是讓個

體知道如何從事正確行為的指引或是個體朝向某個正確的最終狀態 

(end-state)來做努力的標準。 

3. 價值觀可視為一種指導模式跟生存的最終狀態 (A value refers to a mode of 

conduct or end-state of existence) 

4. 價值觀是一種偏好的觀念 (A value is a preference as well as a “conception of 

the preferable＂) 



5. 價值觀是一種個人或社會偏好的概念 (A value is a conception of something 

that is personally or socially preferable)：價值觀可以指引個體從事能被其所屬

社會接受的行為，因此是一種個人或社會偏好的概念。  

Rokeach 認為價值觀的功能有以下四個： 

1. 價值觀可作為標準 (Values as Standards)：價值觀可以告訴我們如何合理化我

們的想法、信念、態度和行為，使我們的行為能被個人和社會所接受，讓我

們感到我們的行為符合道德標準、或是有成就感，並且維持或增強我們的自

尊。 

2. 價值系統可做為解決衝突和決策的通則 (Value Systems as General Plans for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Decision Making)：個體在解決衝突和做決策時必須從

可能的替代方案中做選擇，而價值系統是由一些原則和常規組成的，可以幫

助個體作為選擇這些替代方案時的通則。 

3. 激勵功能 (Motivational Functions)：價值觀的本質中含有 mode of conduct 或

end-state of existence，因此可以幫助個體建立要努力的最終目標，有激勵效

果。 

4. 高低階價值觀 (Higher- and Lower-order Values)：價值觀是由低至高的連續

面，像是馬斯絡的需求層級理論，將需求分成五層，價值觀也有層級的觀念。 

在 Rokeach (1973)的價值理論中，認為價值觀是一種恆久的信念，可以指引

個體從事正確的行為 (工具性價值)並朝向某個正確的最終目標 (終極價值)來努

力。因此，Rokeach 依人類對「行為方式」或「最終目標」的偏好，將價值觀分

為以下兩大類： 

 工具價值(Instrumental Values)：為關於「行為方式」之價值觀，又可細分為

以人際與罪惡感為取向的道德價值 (Moral Values)及以個人與羞恥感為取向



的能力價值 (Competence Values)。 

 終極價值 (Terminal Values)：為關於「存在的目的狀態」之價值觀，又可細

分為以自我為中心與個人內在為重心的個人價值 (Personal Values)及以社會

為中心與人際關係為重心的社會價值 (Social Values)。 

之後 Rokeach 即以此價值理論體系發展出一套用以衡量個人價值觀的「價值

量表」，並廣為研究者所使用，此份量表包含了 18 項工具價值及 18 項目的，如

表 2.2 所示，量表中都使用中性的字眼來讓受測者做重要性的排序，用以探知受

測者的價值觀導向，可以避免因為字眼本身給人的正負面感受影響受測者排序所

造成的誤差。 

表 2.2 Rokeach 的價值研究 

終極價值 工具性價值 

舒適生活 (富足的生活) 有抱負的 (努力工作、充滿渴望) 

刺激生活 (刺激、活躍的生活) 心胸寬闊 

成就感 (持續有貢獻) 有能力 (能幹、有效率) 

世界和平 (免於戰爭和衝突) 高興的 (輕鬆愉快、充滿喜悅的) 

美感世界 (大自然和藝術之美) 乾淨的 (整潔、井然有序) 

平等 (友愛、機會均等) 勇敢的 (勇於伸張自己的信念) 

家庭安全 (照顧所愛的人) 寬大慈悲的 (願意寬恕他人) 

自由 (獨立、自由選擇) 有益的 (為他人福利做努力) 

幸福 (滿足感) 誠實的 (誠心誠意) 

內在和諧 (免於內心的衝突) 富想像力 (大膽、富創造力) 

成熟的愛 (性愛和心靈上的親暱) 獨立的 (具自立更生的能力) 

國家安全 (被保護、免於被攻擊) 有智慧的 

喜悅 (愉悅、悠閒的生活) 邏輯的 (前後一致的、理性的) 

救贖 (被救贖的、永恆的生命) 慈愛的 (溫柔親切的) 

自尊 (自我尊重) 服從的 (盡本分、恭敬的) 



社會認同 (被尊敬、被欽佩) 禮貌的 (謙恭、有良好教養的) 

真實友誼 (知己) 有責任的 (值得信賴的) 

智慧 (對生命的成熟瞭解) 自制的 (嚴謹、自律) 

資料來源： Rokeach Milton(1973),”The Nature of Human Values” New York: 

Free Press, p.28  

 

三、Schwartz (1992) 的價值理論 

Schwartz 歸納整理早期其他學者對價值觀的定義後，認為價值觀包括 5 項特

性：(1)價值觀是一種觀念或信念；(2)關於最終存在慾望或行為；(3)會因個別情

境轉換；(4)事件與行為的指引或評估；(5)必須依相對重要性排序。而根據這 5

項價值觀的特性，Schwartz 認為價值觀必須是由 1. 個人目標的類型(目的性及工

具性)、2.利益的獲得(個別或集體)、3.激勵的元素(如成就感、權勢)等三個構面

所形成的。因此價值是個人對於物品、行動、生活方式、社會或政治團體及其結

構所做選擇時，所謂好、更好或最好的一種原則或標準，可分為個人的、團體的

以及社會整體的三個層次來加以討論。 

 

四、消費價值觀理論 

個人價值強調的是消費者如何達到內心層面的滿足，但消費者實際上的購買

行為主要是受到消費價值的影響，本節將探討消費價值觀相關理論。 

1. 效用 (utilitarian)價值與享樂 (hedonic)價值 

消費價值的研究早期多由經濟學的效用觀點出發，認為消費是一種出於理性

的選擇，與個人的需求有關，但 Holbrook & Hirschman (1982)研究發現消費還涉

入了許多其他因子如趣味、愉悅、感覺、美學、情感等，因而許多學者 (Babin, 

Darden & Griffin，1994；Haim Mano & Oliver，1993；Hirschman & Holbrook，



1982)將消費價值區分為效用 (utilitarian)與享樂 (hedonic)兩種價值。 

效用價值源於經濟學，經濟學家認為消費者是理性的，其消費行為是著重工

具性及具有目標導向的一種理性決策行為 (Solomon，1992)。相對於效用價值，

享樂價值是較為主觀且較個性化，個人化的。這類消費過程通常涉入了許多幻想 

(fantasies)、感覺、樂趣、經驗，以及大量的符號意義 (Holbrook & Hirschman，

1982)。享樂價值的觀點認為個人不僅藉者對外在的刺激做出回應，同時自身也

會據此建構不同意像及真實 (reality)的面貌 (Holbrook & Hirschman，1982 )，因

此消費過程多為個人的內在導向。 

注重效用價值的人著重於問題之解決或任務的達成，被效用價值驅動所消費

的商品多為理性思考下所需要的商品。注重享樂價值的人則較不注重商品的實際

效能，反而希望產品能提供興奮，自信，幻想等價值。但效用和享樂兩者並不具

互斥性，消費者並非只單一重視產品的效用價值或是享樂價值，只是程度上有所

差別。 

2. Holbrook (1996)的消費價值分類觀點 

Holbrook (1996)將價值分為三個面向，一為外在或內在價值 (extrinsic versus 

intrinsic value)，外在價值追求的是一般所謂的工具性價值，重視產品功能與效

用，內在價值則指的是經驗性價值，強調價值的終極性。二為自我導向或他人導

向價值(self-versus other-oriented value)，當對產品能產生自我內在深刻的思考，

即為自我導向價值，而若是因為外在緣故而產生之價值則為他人導向價值。 

第三種價值為主動或被動性價值(active versus reactive value)，主動性價值重視

「役物性」，重視主體性與過程，被動價值則與之相反，重視「役於物」的性質，

重視產生的結果。Holbrook 依此三個構面形成有關消費價值類型的八種矩陣，

包括效率，玩樂，完美，美學，地位，道德，尊敬，心靈等不同的消費價值觀點，

如表 2.3 所示。 

 



表 2.3  A Typology of Consumer Values 

價值面向 外在 內在 

主動 效率 

 (產出投入 方便性) 

玩樂 

 (樂趣) 

自我導向 

被動 完美 

 (品質) 

美學 

 (美) 

主動 地位 

 (成功；形象；管理) 

道德 

 (公平；品德；道德) 

他人導向 

被動 尊敬 

 (名聲；唯物論；擁有) 

心靈 

 (信仰；迷信；宗教性) 

資料來源：  Holbrook, B. Morris (1996), “Thpology of Customer Value,” Advance in 

Consumer Research, Vol. 23, p.139.” 

 

3. Sheth，Newman，Gross (1991)消費價值與選擇理論 

Sheth(1991)等學者認為影響消費者購買行為的價值包括功能價值、情感價

值、社會價值、新奇價值、以及情境價值，分述如下： 

(1) 功能價值 (Functional value)：功能價值強調的是商品本身具有的實體或功能

價值。消費者基於功能價值下選購某一商品乃是因為此商品的功能屬性或實體屬

性符合消費者要求的標準，影響功能價值的因素主要是效用、價格與產品屬性

等。其中，效用是影響功能價值的主要因素，由經濟學的觀點來看，商品之所以

有價值是因為他們實用性(useful)很高，透過消費商品或服務會對消費者產生效

用，此時商品對消費者即產生了功能價值。而消費者為了追求效用最大化會分配

手中的資源使其支出和所獲取的邊際效用均等，因此效用會受限於產品價格，使

價格成為影響功能價值的因素之一。產品屬性和功能價值也有很大的關係 

(Sheth，1991)，屬性是產品所具有的特質，如『功能，結構，大小，式樣，設計，

用途，包裝，品牌，服務，保證，形象，顏色，尺寸等。』 (劉水深，1981)。



其中有形的產品屬性會引導消費者產生功能性的滿足。 

(2) 社會價值(Social value)：Sheth (1991)認為『當產品能使消費者與其他社會群

體連結而提供效用時，則此產品具有社會性價值』。在社會價值的影響下，消費

者選擇產品並非理性的注重其真實特性與功能為何，而是是否能為自身提升社會

地位，塑造社會形象，或是滿足內在的自我慾求。 

(3) 情感價值(Emotional value)：情感價值強調的是消費者的感覺或情感狀態，當

產品具有改變消費者情感或情緒上狀態的能力或效用時則具有情感價值。許多產

品與一些特定的情緒兼有一些關聯性，例如愛情電影可能誘發消費者的浪漫情

懷。音樂、藝術、宗教和一些自我形象相關的產品都和情感價值有關。情感價值

的激起多由廣告內容(sheth,1991)以及服務環境的氣氛(atmosphere)引導(Foxall & 

Greenley，1999)。不同的廣告內容以及特殊的環境氣氛可能引發消費者正向的情

感回應，如忠誠度、懷舊、興奮是負面的情緒如恐懼、罪惡感、憤怒，而消費者

對所產生的情感回應可能直接導致其消費與否的決定。 

(4) 新奇價值(Epistemic value)：新奇價值是指消費者選購產品是因為好奇心、新

奇感或是想要追求新知，產品若能給消費者帶來一些新體驗或具有不一樣的特色

的地方則具有新奇價值。因嘗新性價值而驅動的消費行為，通常是產品具有新

奇、好奇、複雜、獨特等特性，而著重新奇價值的消費者通常具有喜愛嘗試，冒

險，創新的特質(Schiffman & Kanuk,1991)，他們購買產品通常只因為產品新奇，

或是此產品正在流行，而不是考量功能或社會價值等因素。 

(5) 情境價值(Conditional value)：情境價值是指消費者在選擇時所面臨之特定情

境的影響效果。在某些情境下，產品能夠提供消費者較大的功能性或社會性價

值，但這效果是因當時情境而短暫權變的，並非長期性的。例如，臨時下大雨時，

一個沒帶雨具的人，通常就會願意就近購買品質較差或價格較貴的雨傘或雨衣擋

雨，在傾盆大雨此情境下，能擋雨這功能就提供消費者很大的功能價值。情境性



價值基本上並非長期持有，而是短暫的。Belk (1974)將情境定義為某個特殊的時

空環境，在當時的個人行為上有著決定和系統的效果，並不會受個人內在以及刺

激購買的產品特質影響。因而情境是整體的集合效果，在某些特殊情境下，產品

能『暫時』提供較大的功能性或社會性價值，例如聖誕卡在聖誕節才有其價值，

過了其價值就消失。另外，某些特定的情境，如換季拍賣，商品折扣….時，也

會產生情境價值，進而影響消費者的購買行為。 

價值在消費者行為學中扮演著越來越重要的角色，其中，消費價值更是對消

費有關的行為有直接的影響，現在已成為消費者行為學中的重要概念之一。 

眾多消費價值觀理論中，效用與享樂價值理論，提供兩個清楚明確的構面，

廣被學者使用，但是這個分類方式涵蓋面向不夠廣，在應用上會發現很多消費價

值並不能被劃分到這兩個構面中。而 Holbrook 八種消費價值矩陣雖然提供了價

值的多元觀點，但與消費行為面的連結卻不夠深入。Sheth 的研究則提供了一個

對消費價值與消費行為較完整的架構。相較於效用與享樂價值的分類，Sheth 所

主張的價值理論更完整且詳盡的勾勒了消費價值的多元觀點，另外 Sheth 也建立

了不同價值與消費行為面的連結，彌補了 Holbrook 矩陣的缺憾。 

4. 華人價值觀 

每一個社會都有其主流價值體系，並會透過各種管道像是社會輿論、法律約

束、學校、風俗習慣或大眾媒體等來促使其社會成員接受這些價值體系並表現出

能被整體社會大眾所接受的行為。社會主流價值體系對其成員價值觀的形成有深

遠的影響，因此，要研究一個社會的變遷，必須先對其主流價值體系有所瞭解。

本節將探討華人價值觀的相關研究，希冀探討歸納出華人價值體系的構面。 

Chinese Culture Connection (1987) 以 22 個國家為研究調查對象，發展出整

合性(Integration)、孔子之道(Confucian work dynamics)、仁愛之心(Human 

heartedness)與道德紀律感(Moral discipline)這四個華人價值觀構面。其中，整合

性是討論社會化程度，其意義是重視和諧，不強調競爭，可以反映個人與他人合



作時的態度；孔子之道是強調社會階層和個人美德，如勤儉、堅毅、知恥、重視

尊卑有序，這些特性反應儒家強調的道德倫理，具有高度孔子儒術觀念者，會偏

向服從上級。仁愛之心則是關於個人的社會化認知程度，可解釋為一個人是否具

有要仁慈和禮貌地對待他人的認知，此構面的高低可以看出一個人做決策時是偏

向關係導向或是商業導向；道德紀律感強調的則是個人的自我控制能力，藉由一

個人是否能保持中庸之道、清高或寡欲，來說明一種道德上的克制，此構面的強

弱可以反映一個人是否因個人意願而彈性應變的程度。 

另外，在許多研究中指出，面子是一種華人特有的價值體系，中國人以儒家

倫理為基石，講究差序格局及階級成分的『面子』壓力及其因應行為是支配中國

人社會行為的重要因素，中國人在從事很多消費行為時都會講究是否有『面子』

或是會不會有失身份，如選購禮品或舉辦婚喪喜慶儀式等，中國人價值觀中的作

『面子』觀念更是人際互動時重要的行為指引，因此『面子』概念對消費者行為

有根深蒂固的影響，有探討的必要。 

根據 Goffman (1955，1956)的看法，『面子』概念事實上是一套行為互動法

則，而非行為目標本身。對社會機構而言，是一種維持社會秩序的工具；對個人

而言，則反映在個人所欲追求的社會地位和聲望，但必須透過社會認可的途徑去

獲取而得。面子的重要性，是可以透過人際關係的合理運作達到社會整體的和

諧。因此儀式化的種種面子行為，就成為『面子』壓力下，個人去努力學習的因

應策略。 

至於『面子』及其因應行為上，朱瑞玲 (1989)指出做面子行為或面子整飾

功夫會因面子威脅知覺時間早晚而有不同的策略。事先預防的工作較為積極，如

遵守社會既有禮儀規範、積極做好事前準備、爭取對方支持與合作等；在面子損

害已發生後的挽回動作，則多半是採取較為消極被動的因應策略，如掩飾、逃避

現場、補償對方、或下次再檢討改進之類。 

整合性(Integration)、孔子之道(Confucian work dynamics)、仁愛之心(Human 

heartedness)與道德紀律感(Moral discipline)和「面子」都是中國人特有的價值體



系，對中國人的行為會有深層的影響，也會反映在生活型態上。然而，台灣的生

活型態研究多採國外量表予以翻譯應用，並未將這些華人特有的價值觀納入考

量，缺乏一套專為台灣人設計且經得起反覆檢驗的量表，是研究台灣人生活型態

上的一大困難點。 

 

第五節 生活型態相關研究 

一、生活型態研究類型 

生活型態的研究類型有一般化化生活型態研究 (General)和特定化生活型態

研究 (Specific)兩種。一般化化生活型態研究著重於對全體消費者有一全面性的

瞭解，藉由詢問消費者的一些看法，如生活滿意度、家庭導向、價格敏感度、自

信程度、宗教信仰等來找出共同的價值觀，再將興趣、意見從事的活動類似的消

費者歸為一類，這種研究可以讓行銷研究人員全面性地瞭解消費者類型，做為市

場區隔的基礎。 

    特定化生活型態研究是著重於消費者對一特定產品的反應，詢問的問題會有

一部份是針對此特定產品所設計的，如對此產品品牌的喜好程度、使用此產品的

頻率、由何管道得知此產品等，可以讓行銷人員針對某一特定要研究的產品設計

問題進行研究，藉由區分此產品使用者的生活型態，來找出目標消費者，進行行

銷策略的設計，對行銷企畫人員很有助益，但缺點是無法研究結果侷限於某一特

定產品，無法套用到別的產品上。 

在具體作法上，一般化生活型態區隔的架構是仔細詳盡地詢問所有消費者的

活動、興趣和意見，甚至題項高達三百題以上，目的是為了確保人們生活上的任

何有意義的觀點都沒有被遺漏。在取得這些資料後，可進行因素分析將題項刪減

成幾個較有意義的構面，再以集群分析將回答模式類似的消費者分群，並描述各

群的特性。一般化生活型態區隔可能範圍太廣以致無法區分某一特定品牌或產品



使用者間的差異，但研究公司、廣告代理商甚至製造商可透過一般化生活型態區

隔建立大量廣泛的資料庫，作為區隔所有消費大眾的基礎(Van Auken，1978)。 

產品特定化生活型態區隔的架構是著重在消費者對某一項特定產品的看法

和消費行為，題項設計上多半將一般化的 AIO 量表架構轉換成消費者對研究特

定產品的活動、興趣和意見，如購買頻率、購買時考慮因素、對此產品的看法、

消費者對此產品的信念等，這些題項的來源可能來自焦點群體等質性研究、也可

能來自研究者的市場假定或直覺。產品特定化生活型態區隔資料分析方式和一般

化生活型態區隔類似，將消費者分成特性各異的族群，尤其是可劃分出重度和輕

度使用者間的特性差異，作為品牌適性度、品牌重新定位甚至新品牌發展的依據

(Van Auken，Stuart，1978)。 

生活型態的相關研究甚多，有針對某一族群特性的一般化生活型態研究和針

對某產業或產品的特定化生活型態研究，由於本研究乃探討台灣地區近年來整體

生活型態的變化，因此此部分之文獻探討將僅著重於台灣地區生活型態相關研究

的探討比較。 

二、台灣地區生活型態相關研究 

台灣地區關於生活型態的研究最早是由王志剛教授在 1980 所指導的關於婦

女的生活型態研究，像是吳青松 (1980)所著的『家庭決策角色結構與婦女生活

型態之研究』探討在不同決策角色結構類型之家庭中，其家庭成員之心理特性是

否有所不同，並評估生活型態此一心理特性之解釋能力；及鄭銓泰 (1980)所著

『台北市已婚婦女生活型態與媒體接觸行為之研究』探討台北市已婚婦女的生活

型態及其媒體接觸行為，發現台北市已婚婦女可分成六個生活型態互異之集群，

各集群在媒體接觸行為上部份有顯著差異。並提出可針對不同生活型態的已婚婦

女開發新產品、溝通不同的訊息，顯示行銷人員對於顧客的瞭解不應僅止於人口

統計變數，顯示行銷人員應進一步瞭解已婚婦女生活型態變動之趨向。之後生活

型態研究蔚為風潮，1982 年即有吳靜吉教授所指導的多篇關於大學生錄音帶行



為、管理研究所學生、國營事業經理人員、民營企業經理人員的生活型態研究。 

這些研究多著重在將國外生活型態研究操作到國內族群分析上，將原本的人

口統計資料分析加上生活型態觀念之心裡特性變項，可說是開啟國內生活型態研

究之先河，後續國內生活型態分析發展迅速，相關研究不勝枚舉，但多針對某一

族群的生活型態與某項特定行為間之研究，和各產業的特定化生活型態研究，較

少純粹的一般化生活型態研究。 

國內針對特定商品的生活型態研究有台北市民的休閒、購屋行為 (郭育志，

1989)，有線電視成年收視戶的使用行為 (左克瑀，1995)、家用冷氣機購買 (潘

明全，1992)、能源消費行為 (徐志漳，1982)、錄放影機購買行為 (賈國玉，1985)、

休閒運動選擇 (鄭淑芬，1986)、自用轎車購買決策 (曾怡鈞，1988)、表演藝術

的行銷研究 (陳亞萍，1999)及對第三代行動電話接受意願 (王嘉鵬，2000)等相

關研究。 

針對特定族群的生活型態反映到消費行為上的影響有男士保養化粧品使用

者生活型態研究 (簡仁傑，1984)少女生活型態與化粧品消費行為之研究 (黃士

銘，1988)、大學生之國劇觀賞行為研究 (謝耀龍 1985)；音樂偏好研究 (牛保強

1995)、職業婦女的生活型態與電視廣告訴求方式接受性之相關研究 ( 鄭秀麗

1985)、女性消費者生活型態之區隔對汽車屬性、汽車銷售廣告訴求之偏好 (林

憶萍 1996)。針對某一特別的族群研究其生活型態的分類和並探討其各分類特性

的有早期吳青松 (1980)所發表的『婦女家庭決策角色結構與婦女生活型態之研

究』和董瑪琍 (1982)所發表的『管理研究所學生價值觀與生活型態之研究』及

經理人方面的國營事業經理人員領導型態與其價值觀生活型態關係的研究 (蔣

永芳，1982)；民營企業經理人員價值觀與生活型態之研究 (丁虹，1982)。 

後來隨著時代變遷，一些特殊族群出現，相關的生活型態研究也隨之而起，

像『大學男同性戀者生活型態之探究』 (李忠翰，1995)、『外籍幫傭個人屬性與

生活型態關聯性之探索性研究』 (郭瑜純，1999)等。 

因此，國內的特定化生活型態研究遍及各種族群，研究的消費行為包括各種



有形的產品購買如汽車、房屋、機車、各種大眾消費用品等，無形的服務接受如

看電影、就醫、銀行、信用卡、休閒運動、表演藝術觀賞等，這些研究多針對研

究主體發問卷，再以因素分析分類，然後作交叉分析，對瞭解研究當時某特定產

品的消費行為很有幫助，但卻缺乏全面性，無法一般化應用到別的領域上。另外，

最大的問題是隨著時光流轉，很多環境因素改變，人們的生活型態和消費行為也

會改變，這些特定化研究即使要套用在原產品上也會失真，因此，這些研究的結

果有時效性限制，缺乏對國內消費者通盤且具延續性的瞭解。 

另外，生活型態研究發展漸趨成熟後，許多研究者試圖深入探討生活型態和

一些心理因素的關係，像是汪珊妃所發表 (2000)之『具人際困擾傾向大學生之

生活型態分析研究』，探討具人際困擾傾向大學生的早期記憶與家庭星座之內

容，來歸納出其生活型態，並進而討論其人際困擾傾向與生活型態之間的關係，

並發現具「容易被人利用」及「過度在乎他人」之人際困擾傾向者，其生活型態

較傾向於「獲取型」，會普遍呈現出較低的自我概念，認為自己是笨的、不被疼

愛重視的、不如人的或失去地位的，對於人我關係則普遍認為他人是可以提供撫

育的、友善的、容易親近的，而其通常會以順從、聽話、受苦、黏人等方式，來

達到尋求安全感、尋求隸屬及獲取注意與疼愛的目標。而具「冷漠無情」之人際

困擾傾向者，其生活型態較傾向於「逃避型」，在自我概念上常認為自己是被遺

棄、被忽略、多出來的，而這個世界則是具有敵意、較不公平的，其在人我關係

上普遍認為他人會不喜歡自己、傷害自己，而通常會以自閉、被動、逃避挫折及

強調能力來達到尋求安全感、尋求隸屬及維護自尊的目標。然而，這些一般化研

究鎖定的是特定族群，可以幫助我們深入瞭解特定族群的特性，卻無法提供台灣

地區消費者生活型態的整體藍圖。有鑑於一般化生活型態資料的不足。 

廣泛性的一般化生活型態研究多由實務界的行銷顧問公司進行，1988 年起

以東方廣告公司為主進行的「東方消費者行銷資料庫」( Eastern Integrated 

Consumer Profile, E-ICP)調查在台灣地區進行每年一次的人口統計變項、生活型

態、媒體接觸、產品/品牌消費行為的調查和研究，至今已有超過十年的資料庫，



可說是為台灣地區的生活消費趨勢做了一個完整的記錄。 

另外，行政院主計處也不定期推出台灣地區生活型態的相關統計報告，如

79 年出版的國民文化活動需要調查；77、80、83 三年出版的國民休閒生活調查；

80 年和 84 年出版的國民生活型態與倫理調查等。但這些統計報告多是針對 AIO

中某些特定構面的不定期調查，缺乏對台灣地區生活形態的整體探討，且不具持

續性。  

學術論文研究方面，目前較具全面性的生活型態研究僅有王品淑 (1999)所

發表之『台灣地區民眾生活型態分析』和譚大純、陳正男、賴孟寬 (2000)所發

表之『生活型態量表之適合度檢驗、因素重組與趨勢比較：以 ICP 生活型態量表

為例』。『台灣地區民眾生活型態分析』 (王品淑，1999)中利用行政院內政部於

民國八十八年委託輔仁大學統計系所作之國民生活狀況調查資料來探討民眾的

生活滿意度，研究結果發現民眾對夫妻生活及親子關係的滿意程度較高，對公共

安全最不滿意，次不滿意的是教育制度。此研究是台灣消費者的生活滿意度調

查，探討著重的是生活型態的意見構面，缺乏生活型態的整體探討。『生活型態

量表之適合度檢驗、因素重組與趨勢比較：以 ICP 生活型態量表為例』 (譚大純、

陳正男、賴孟寬，2000)則是探討 ICP 生活型態量表的信度和效度，目的是在探

討 ICP 量表是否適用，而不是台灣地區消費者的生活型態分析，不過此研究以

1996 年為基準探討 1991 到 1997 七年間台灣地區消費者生活型態因素結構的改

變，可以幫助瞭解這七年間生活型態因素的改變趨勢，然此研究結果顯示這七年

因素結構具同質性，無顯著改變，可能是因為 1980 末期許多重大政經變化對生

活型態的衝擊到了 1991 年已趨穩定，並且七年期間太短，因此無法發現顯著的

差異。 

因此本研究將針對以上國內研究的不足，針對台灣地區做全面性且長期的生

活型態研究，研究構面將擴大到 AIO，研究期間亦將拉長成 1994 至 2002 共九年，

並且為了反映 1980 年代政經衝擊的影響，研究結果分析時將把 1980 年代政經改

變對生活型態的可能衝擊一併納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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