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品牌聯盟之探討 

 

雖然建立自有的品牌，以自有品牌作為行銷利器的策略，已在許多企業被廣

泛的使用。然而，若產業中有許多廠商皆是品牌產品時，由於消費者的品牌選擇

多樣化，要以自有品牌創造行銷利基，就比較難達到效果。為了和其他廠商的品

牌產品有所差異及增強消費者對產品品質的認知，有些廠商即採用品牌聯盟

(brand alliance)的策略，因為品牌聯盟除了可以降低行銷成本外，藉由聯盟對象

的品牌權益可以快速提升並建立自己的知名度與市場能見度，如早期 Intel與電

腦硬體業者結盟，在電腦晶片產業開創出一個強而有力的品牌，又如遠傳為提高

本身專業性與 AT&T聯盟，可見品牌聯盟已成為品牌行銷重要的工具之一。 

 

一、 品牌聯盟的定義 

 

Shocker, Srivastava and Ruekert (1994)所著品牌管理的挑戰與機會一文中指

出：「品牌聯盟是指 A廠商為增加本身產品的品牌形象及品牌訊號，接受 B廠商

授權，利用 A和 B品牌名稱所組合之聯合品牌，遂行其行銷策略的一種聯盟形

式」。所以，有些公司以品牌聯盟的形式將品牌名稱組合以期增加消費者反應。

例如，IBM電腦採用 Intel inside、亞拉機油獲賓士車指定使用、SONY在其錄音

機產品打上 Dolby音效的品牌等。 

Rao and Ruekert (1994)認為品牌聯盟是指廠商為增加其本身產品之品牌形

象及品質訊號，經由其他廠商授權，利用該品牌名稱進行行銷策略的一種聯盟形

式。他們認為品牌聯盟的目的通常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對於無法經由觀察的產

品品質之訊息，需要另一品牌的再保證時(reassurance)，例如一個新品牌與一個



舊有的知名品牌聯盟的情況，即聲譽性的聯盟；第二種是可經由觀察得知產品品

質的屬性，當產品需要某種特別屬性時，無法經由別處買得或不易自行製造，可

透過兩個聲譽相當的品牌聯盟達成此目的，亦即功能性的聯盟 (Rao and 

Ruekert ,1994)。 

 

Rao, Qu and Ruekert(1999)則認為品牌聯盟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品牌名稱相

結合，並呈現在顧客面前的所有情況，包括實體產品的整合（如 IBM與 Intel）、

聯合促銷（如遠傳易付卡與 Mitsubishi 手機的出色行動手機組合）、新或不知名

與知名品牌聯盟（Nutrasweet與可口可樂），或兩個知名品牌的聯盟。 

 

另外，Strahilevitz and Myers(1998)則是對「功能互補性品牌聯盟」一詞提出

定義：結合兩種或以上具有用途互補的品牌，在同時使用下，完成或增進統整效

果，當互補類型涉及零件與系統整合（中央處理器如 Intel與電腦），或配備與核

心產品（輪胎如 Goodyear與房車）時，該零件或配備具有消費品與工業品雙重

身份，在最終消費者市場累積相當品牌知曉程度、擁有可觀品牌忠誠者，或優異

的知覺品質形象時，勢必對系統廠商、核心產品廠商的自製/外購，或聯合品牌

決策產生影響力。此影響力主要取決於零件、配備品牌權益強勢程度。當零件、

配備受消費者重視程度較低時，決策關鍵性自然減少，可發揮的影響力恐不明

顯。此外若與其他品牌聯盟次數過多，消費者可能將此零件、配備品牌視為產業

標準，使其不再具有特殊宣示作用，而引發品牌稀釋效果。 

 

其他學者及研究對品牌聯盟之定義如表 2-1： 



表 2-1品牌聯盟定義整理表 

學者 品牌聯盟的定義 

Rao and Ruekert(1994) 廠商經由其他廠商授權以增加本身之品牌形象及品質

訊號，或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品牌整合而成的行銷策

略，其包括實體產品的整合與使用互補的促銷。 

Park, Jun and Shocker 

(1996) 

兩公司品牌聯合進入新產品市場，並相互分享製造與

行銷專長。 

Simonin and Ruth (1998) 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品牌、產品以及其他專屬性的資

產（proprietary assets）之短期或長期性連結

（association）或組合（combination），可以是實體上

（將品牌組合在一起）或符號上（一起廣告）作組合。 

Keller (1998) 兩個或兩個以上現存品牌結合共同建立一產品或在一

起進行行銷策略。 

Voss and Tansuhaj (1999) 在促銷訊息或產品包裝上與知名品牌一起出現。簡言

之，就是藉其他公司的品牌名稱以達成目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品牌聯盟的類型 

 

品牌聯盟可以很多種方式呈現，Simonin and Ruth（1998）將品牌聯盟歸納

為下面幾種形式：組合產品(bundled products)、複合品牌延伸(composite brand 

extension)、組成份共品牌(ingredient branding)、聯合促銷(joint sales promotions)

及共同品牌(co-branding)。以下進一步說明各種形式之有關研究發現： 

 



（一）組合產品（Bundled Products） 

    組合產品多半是一種短期、非經常性的聯盟形式，組合產品最大的利益在於

利用價格刺激來增加消費者需求，因此和以品質提升為目的的品牌聯盟有所差

異，組合在一起的產品多半具有互補性質（Simonin and Ruth 1995,1998）。Harlam, 

Krishna, Lehmann and Mela(1995)定義組合產品是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產品以單

一價格出售，已普遍在市場上使用了。例如，旅行業者推出的旅遊套餐包括航空

機票、飯店住宿、租車服務；音響設備包括揚聲器、擴大器、立體音效；刮鬍刀

通常和刀片一起出售。Simonin and Ruth（1995）認為組合在一起的產品不一定

要相類似，組合產品的精神在於提供多樣化的產品給消費者，以滿足消費者一次

消費便能滿足多樣化的需求。 

 

（二）聯合促銷（Joint Sales Promotion） 

Varadarajan（1985）提出聯合促銷的觀點，亦稱為 intercompany cooperative 

sales promotion或 tie- in sales promotion。企業利用聯合促銷的方式，將兩個或兩

個以上不同品牌的促銷資源結合起來，以獲取銷售機會並達成成本上降低的目

的，例如花旗信用卡與長榮假期一起促銷的活動。且當聯合促銷的產品存在互補

的使用情形時，聯合促銷較易成功。 

 

（三）複合品牌延伸（Composite Brand Extension；CBE） 

Park, Jun and Shocker（1996）從心理學上「觀念之合成」原理說明合成品牌

延伸的作用，探討兩個不同品牌以混合方式進入一新市場，其混合延伸與回饋效

果的差異。其研究認為藉由結合兩個具有互補屬性的品牌，並將現有的品牌名稱

組合起來，成為新產品的名稱，使消費者在購買此種複合產品時，能從複合的品

牌名稱中獲得該產品的訊息，以提昇產品在消費者心中的價值。這種品牌聯盟方

式可以相互增強原本沒有的產品特質，如 Slim-Fast chocolate cakemix by Godiva

這種複合產品一方面具有 Slim-Fast健康產品的形象，一方面又具有 Godiva品牌



的高貴形象。因此，若是結合兩個具有互補屬性的品牌成為單一品牌時，則消費

者對複合品牌延伸（CBE）會較直接延伸品牌有更好的評價，也就是說兩個品牌

名稱的結合能提供比單一品牌更佳的產品品質保證。而根據實證結果，此種類型

的聯盟又以品牌名稱放置前面者獲得的效益較大（ Park, Jun and Shocker 1996）。 

 

（四）組成份共品牌（Ingredient Branding；Component cobranding） 

亦稱為原料品牌聯盟，主要欲建立消費者對產品成分的認知與偏好。這種品

牌的原料、零件通常在其他品牌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例如一些有名的品牌：

杜比噪音降低器、Goretex抗水纖維等。許多由製造商分別生產不同的零組件-

馬達、電腦晶片、主纖維等，進入最後所使用的品牌產品市場時，此時個別公司

的識別通常都已經失去作用。這些零組件的製造商皆希望其品牌能成為最終產品

的部分特徵；採取組成份共品牌策略的案例不多，其中能成功獨自建立識別特徵

者為 Intel、Nutrasweet及 Goretex。而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個人電腦產品，因此

對於資訊零組件廠商欲建立品牌知名度使用此聯盟策略相當適宜。 

 

（五）聯合品牌（Co-branding） 

    亦稱為共同品牌，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品牌結合起來用於相同產品上，每

個品牌廠商皆期望另一品牌名稱可以強化品牌偏好及購買意圖。例如，

Braun/Oral-B electric toothbrushes：前者為製造電子產品（電動牙刷、電動刮鬍刀、

電動咖啡壺等），後者為牙齒保健產品公司，兩公司一起推出一項新產品並掛兩

公司的品牌名稱。由於聯合品牌是將不同種類的產品結合成一體，消費者通常視

此種策略為單一的產品而非組合產品，以 A/B或 B/A品牌的名稱共同推出一項

新產品，這種形式有助於雙方廠商借用對方的品牌優勢提昇自己的形象或特質。 

本研究由於是以零組件廠商與個人電腦廠商進行聯盟為研究對象，基於是零

件、配備供應商直接訴求消費者市場，因此以組成分共品牌、聯合品牌為本研究

之品牌聯盟類型。 



三、  品牌聯盟對消費者的影響 

 

由於品牌聯盟具有傳遞品質的效果(Rao and Ruekert 1994)，所以當一個品牌

本身無法給予消費者產品訊息時，可以使用品牌聯盟使消費者知覺產品整體或部

分屬性的品質提升，亦即表示兩個品牌的同時呈現會比單一品牌對消費者對產品

評價的影響高。但並不是所有的品牌聯盟均能得到良好效果，品牌形象本身給消

費者的聯想會使聯盟策略產生差異化的結果。此外，聯盟的效益還得視消費者的

品質敏感度(quality sensitivity)及評估產品品質的能力來判斷，亦即當消費者關心

品質的程度愈高、成功地評估品質的能力愈低時，品牌聯盟能達到最佳的效果

( Rao and Ruekert 1994)。 

根據 Park, Jun and Shocker(1996)的研究，品牌間的互補程度較高時，消費者

對產品的評價也會較高，而且，把兩個品牌配對在一起時，可以降低消費者對評

估與購買新產品知覺的不確定性。另外，Keller(1993)指出，品牌知名度能使消

費者產生信心，影響消費者對產品的評價。而品牌聯盟對消費者來說，是一種新

的訊息與刺激，尤其是對一個新的品牌產品而言。因此當新品牌欲提升其品牌權

益時，輔助品牌與消費者的關係會影響品牌聯盟的成效，並進而影響消費者對新

產品的態度（陳欣怡，民 89）。Rao and Ruekert(1994)也提到，所聯盟品牌其知

名度的高低，會對品牌聯盟產生不同的影響效果。 

 

 

一、 品牌聯盟失敗的外溢效果 

 

由於品牌聯盟的目的與品牌延伸相同，均屬於品牌權益的移轉，但品牌延伸

失敗是否造成稀釋效果至今亦無定論（Romeo 1991；Keller and Aaker 1992；Loken 

and John 1993；陳振燧 民 86），而品牌聯盟失敗的稀釋效果至今較少學者加以探



討，因此本研究想要探討聯盟若是失敗（消費者對聯盟產品產生不滿意時）對於

雙方是否會產生負面稀釋效果。根據Romeo (1991)和 Keller and Aaker(1992)的研

究發現品牌延伸的負面訊息對原品牌並未造成稀釋效果，但 Loken and John(1993)

和陳振燧(民 86)的結果卻發現不成功的延伸將傷害原品牌評價。 

呂芳洲(民 87)研究顯示，品牌聯盟失敗時所產生的負面訊息，使得輔助品牌

的品牌權益產生稀釋效果，對品牌聯想造成相當大的損害，表示聯盟失敗可能讓

消費者產生諸多負面聯想。 

另外，若從品牌延伸的角度探討延伸產品的外溢效果，則 Loken and 

John(1993)研究發現，如果品牌延伸不當，則不但沒有辦法達到原先預期形象提

升的效果，反而會稀釋消費者對原先品牌的評估。例如，假若 Intel 的微處理器

發生問題，那麼可能會對個人電腦 IBM銷售量產生不良的外溢效果。 

 

 

 



第二節   來源國形象  

 

一、 來源國概念與形象之定義 

（一）來源國概念 

一般而言，產品來源國可能是產品製造國，但由於國家存在有競爭優勢

(competitive advantage)，使得產品通常不是由單一國家所製造，也就是所謂的多

國籍產品(hybrid product)。由於多國籍產品的製造地與來源國有所不同，就容易

造成消費者對產品形象的混淆，如 Nokia手機為芬蘭品牌，但其製造國為韓國，

可能無法清楚地看出是否有來源國的效應。而 Israel, Eugene and Shlomo (1997)

將其分為四個不同來源：消費國(home country)、品牌來源國(origin country)、製

造國(made- in country)、產品設計國(designed- in country)。 

 

（二）來源國形象之定義 

來源國形象（country of origin image）是指某一國家商品在消費者心目中的

形象或刻板印象。Johanesson and Thoreli (1985)指出國家刻板印象是指一國人民

對於另一國家之人民或產品所抱持的固有印象及成見。另外，Bilkey and Nes(1982)

也認為一國人民對於另一國人民往往都持有共同的想法及見解，並且這種刻板印

象也會影響到另一國產品的評價。而 Nagashima(1970)認為來源國形象是廠商與

消費者對某特定國家之產品的影像、聲譽與刻板印象，這種形象是由代表產品、

國家特性、經濟與政治背景、歷史以及傳統等變數所造成的。Roth and Romo(1992)

則認為來源國形象是消費者基於以往對某國製造能力及行銷能力上的優劣知

覺，所形成對該國產品整體的知覺。簡言之，來源國形象是指消費者對於某特定

國家所製造之產品，關於其品質的一般性知覺。 

 

 



二、 偏見階層現象 

 

在研究偏見階層的文獻中，許多學者(Bilkey and Nes,1982；Khanna,1986；

Han and Terpstra,1988)發現消費者的產品評價和該地的經濟發展程度有正向關

係，也就是說消費者對已開發國家的產品評價，優於開發中國家的產品評價。因

此，開發中國家的經營者，若要扭轉本身的產品形象，必須教育消費者相信該國

家的產品已達到合理的水準，此外還需設法改善消費者對該國的整體印象，以免

來源國的刻板印象使消費者忽略了產品的良好功能與屬性。 

偏見可分為兩種(Schooler 1965)：（1）本國偏見(home country bias)指消費者

偏好自己國家生產的產品；（2）外國偏見(foreign country bias)指消費者偏好外國

產品，覺得外國月亮比較圓。一般來說，已開發國家人民較易產生本國偏見，開

發中國家人民較易產生外國偏見。 

雖然國內早期的研究（張秀惠，民 78；黃鈺文，民 80；林靜儀，民 82）發

現，國人普遍存有崇洋媚外的想法，對於國內產品或品牌缺乏信心。但是本研究

認為，由於近年來台灣經濟發展快速，已擠身已開發國家之林，再加上台灣企業

及其自創之品牌也逐漸在國際市場展露頭角，因此早期國人抱持的外國偏見想

法，現在不一定仍存在於國內消費者心中。而且，根據葉相億（民 90）針對銀

行業購併之研究結果發現，購併後使用本國名稱或外國名稱對消費者的整體態度

沒有顯著差異，也就是說在消費者心中對銀行業不存在外國或本國偏見，其結果

也顯示出台灣企業在全球競爭力已明顯提升，國人對本土企業比以往更具信心，

所以崇洋媚外的心態已不復見。因此，為了證明在資訊產業中外國偏見、本國偏

見的這種情況亦不存在，所以本研究將結盟伙伴的品牌形象分為國外高形象、國

內高形象、國外低形象、國內低形象四種情況進行研究，以證明此論點。 

 

 



三、 品牌形象對消費者之影響 

 

（一）品牌形象之定義 

自 1950 年代以來品牌形象已成為消費者行為研究的重要概念，清晰的品牌

形象可使消費者易於辨認產品、評估產品品質，並降低購買時的認知風險。Dobni 

and Zinkhan(1990)整理自 1957 年以來對於品牌形象的定義，綜合定義如下：品

牌形象為（1）對於品牌全部的印象的總和（2）關於品牌的所有事物（3）消費

者對於產品的知覺。而 Keller(1993)對品牌形象之定義為消費者心中對該產品之

價值。 

 

（二）品牌形象對消費者態度的影響 

一般消費者藉由產品的內在線索(intrinsic)和外顯線索(extrinsic cues)來評估

產品。內在線索是指產品的基本特徵，如產品本身的功能、設計、耐用、績效表

現等；外顯線索則與產品附帶的提示有關，如產品價格、品牌形象、來源國等。

當消費者缺乏對內在線索的衡量能力時，品牌形象就如同價格等替代性指標

(surrogate indicators)一樣，成為衡量產品品質的重要依據。 

所以，消費者在購買產品之前，除了考慮價格高低外，還有其他因素如品牌

形象、品牌名稱、來源國訊息、產品樣式等，會影響其購買決策與態度，而其中

品牌形象的高低對消費者評價產品將會有直接的影響。而 Richardson, Dick and 

Jain(1994)認為品牌形象通常被消費者做為評價產品品質的外部線索，消費者會

利用產品的品牌形象來推論或維持其對產品的品質知覺，同時品牌形象也可以代

表整個產品的所有資訊。因此品牌形象愈高的產品，其總體評價也會較高。此外，

由於品牌在消費者評價產品品質時非常重要，因此在無法正確衡量產品品質的情

況下，如對產品知識較低或不易獲得有關產品功能時，消費者知覺風險會提高，

此時若有高品牌形象做為產品品質的保證，將提高消費者對產品的品質認知。 



第三節   消費者態度  

 

一、 態度的定義 

 

態度一詞廣泛地出現在社會學、心理學及行銷學領域之文獻中，許多學者也

都曾經對態度提出解釋。例如，Assael（1968）認為態度是一種經由學習的過程，

而對事物產生一致性的好惡反應。Fishbein and Ajzen(1975)認為態度是一種學習

傾向，根據此傾向對特定觀察體產生一致性喜歡或不喜歡的狀態。Etzel, Walker 

and Stanton(1997)也認為態度是一種學習傾向，會對某特定客體形成一致性喜歡

或不喜歡的回應。而態度有四個特徵：經由學習而來、具有方向性與強度、隨客

體不同而異，以及具有穩定性。而 Kotler（2000）則認為態度是指個人對某物體

或觀念持久性的喜歡或不喜歡的評估、情感上的感覺，及行動意圖。 

另外，Rosenberg and Hanland（1960）則認為態度是經由認知(cognitive 

component)、情感(affective component)以及行為(behavioral component)三部分所

構成，認知部分是指個人基於本身的知識、觀念、思想以及學習，對於某些事物

所擁有的信念。情感部分指的是個人對所接觸的事物，產生一種愛恨好惡的主觀

感覺。行為部分指的是個人根據本身的信念或感覺而產生採取行動的意圖。持類

似看法的有 Assael（1992），他認為態度包含品牌信念、品牌評價以及購買意願

三部分，品牌信念是指消費者認為某品牌所具有的特性；品牌評價指的是消費者

對某品牌的好惡程度；購買意願則由購買傾向所構成。 

雖然各個學者對態度的定義不完全相同，但是大多數的學者都同意，態度是

由認知、情感與行為意圖三個部分所形成，而且在消費者的購買決策中具有相當

重要的地位。因此以下針對這三個部分與態度的關係詳細說明： 

 



（一）認知（Cognitive） 

認知是指個人對於某事物所擁有的信念，此信念來自本身的思想、知識、觀

念或學習(Rosenberg and Hanland ,1960)。在認知的處理過程中，消費者會從產品

本身以外的線索來推測產品品質，例如品牌(Jacoby, Olaon and Haddock, 1971)、

來源國(Bilkey and Nes, 1982)。 

（二）情感（Affective） 

情感是指個人對某事物所觸發的一種情感上的反應，亦即對事物的喜惡愛恨

之主觀感覺。通常消費者會評估過某產品的屬性後，才對該產品產生喜歡或不喜

歡的感覺(Hawkins, Best and Coney, 1997)，但是在某些情況下，個人對某些線索

的感覺或情緒，不必經過信念就可以直接影響態度。 

（三）行為意圖（Behavior Intent） 

行為意圖是指個人根據本身的信念或感覺而採取行動的意圖(Rosenberg and 

Hanland ,1960)。而在消費者行為或行銷研究上，常利用購買意願來代表行為意

圖。 

（四）認知、情感、行為意圖的關係 

此三者為構成消費者態度的三部分（如圖 2-1），一個人對某事物的認知、情

感、行為意圖三部分會趨於一致性，亦即其中某部分改變時，其他部分也會跟著

變動(Hawkins, Best and Coney, 1997)。 

 

 

 

 

 

 

資料來源：Hawkins, Best and Coney(1997)”Consumer Behavior：Building Marketing 

Strategy”, 7th edition, p.402 

認知(信念) 

行為意圖 情感(感覺) 

整體態度 

圖 2-1 消費者態度之構成模式 



二、 態度的衡量尺度 

 

在行銷學中，常用的態度尺度主要有三種，分別是李克特量表(Likert Type of 

Scale)、語意差別量表(Semantic Differential Scale)以及 Staple 量表。 

 

（一）李克特量表（Likert Type of Scale） 

李克特量表是 1970年 Likert所發展出來的，受測者針對各個描述性語句，

評斷其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通常為五點量表或七點量表，然後將各個敘述的分

數加總以獲得態度的總分。 

 

（二）語意差別量表（Semantic Differential Scale） 

語意差別量表是利用一組由兩個相對立的形容詞構成的雙極尺度，來評估公

司、品牌或產品等觀念，每一對形容詞均由七個尺度分開，其中沒有任何文字或

數字的說明，然後賦予每一等分一個數值，可由高至低或由低至高，然後將分數

加總即可得到態度的總分。 

 

（三）Stapel量表 

Stapel量表是由語意差別量表變化而來，其作法是針對每一項目以一個片語

表示，每個項目皆有十個反應類別，而這些反應類別只有數字沒有文字。 

 

 

 



第四節   顧客滿意理論與不滿意之反應類型  

 

一、 何謂顧客滿意 

自從 Cardozo(1965)將顧客滿意的概念引進行銷學領域後，顧客滿意發展至

今已趨成熟，不過學者們對於顧客滿意的定義尚未有一致的共識（Spreng, 

1993），不過大致上可以分為兩種角度來探討顧客滿意： 

 

（一）以範疇來探討 

Oliver(1980)認為顧客滿意是由一特定交易所產生的情緒性反應，Woodruff et 

al. (1983)也認為顧客滿意是消費者在一特定使用情形下，對商品傳達之價值，所

產生的一種立即的情緒反應。包括上述兩位在內的許多學者（Bitner,1990；

Cronin,1992）都認為顧客滿意與特定情境有關。另外，Fornell(1992)則認為顧客

滿意之定義是整體性的，如Woodside and Daly(1989)就提出，顧客滿意是顧客經

由消費後所產生的整體態度表現，期能反映出顧客消費後喜歡或不喜歡的程度。 

 

（二）以性質來探討 

可分為認知性(cognitive)觀點、情感性(affective)觀點與折衷性觀點三類。 

各觀點對顧客滿意之定義整理如表 2-2所示： 



表 2-2 顧客滿意定義之整理表 

分類 學者/年代 顧客滿意定義 

Oliver(1980) 滿意是由期望與實際認知的失驗

(expectancy-disconfirmation)所產生 

Westbrook(1980) 消費者將其實際產品體驗與先前的期望作一

比較，所獲得的評價 

認知性觀點 

(顧客滿意必須要

消費者親身體驗

產品或服務才會

產生) Kolter(1991) 消費者在購前期望下，對產品品質的購後評

價 

Westbrook(1980) 消費者主觀感覺產品或服務好，便會產生滿

意 

Oliver(1981) 滿意為消費者對事物一種暫時性的情緒反應 

情感性觀點 

(顧客滿意是消費

者心中主觀感受) 

Woodruff(1983) 消費者會使用情緒性的語句來表達使用產品

的感覺，滿意是由消費經驗所產生的一種情

緒反應。 

Hunt(1977) 滿意是需求是否被滿足，消費後心情愉快

否，以及實際與理想狀況之比較。 

折衷性觀點 

Oliver(1981) 滿意是先前消費的經驗，配合期望失驗的情

感，所產生的一種綜合心理狀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有關顧客滿意之理論 

由於各學派學者研究重心不同，對於顧客滿意的相關理論分類也因而沒有定

論，以下針對重要之顧客滿意理論簡要說明之。 

（一）期望失驗理論（Expectancy Disconfirmation Theory） 

Churchill and Surprenant(1982)提出，顧客滿意為消費前的期望與消費後的認



知所結合成的函數。Bearden and Teel(1983)、Oliver(1980)也先後提出有關失驗的

顧客滿意理論。所謂失驗是指期望與實際績效互相比較所得的結果，具體而言

即：（1）當實際績效等於期望時，則無失驗產生；（2）當時實際績效大於期望時，

會產生正面失驗；（3）當實際績效小於期望時，則產生負面失驗。（Anderson, 1973） 

 

（二）類化理論（Assimilation Theory） 

此理論是由 Festinger(1957)所提出，也稱為認知失調理論(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他認為認知失調是因為消費者對實際績效的評價與先前的產

品評價(即期望)有差距，此理論並假設消費者不願意承受這個差距所帶來的認知

失調，會將實際感受類化成原來的期望水準（Anderson, 1973；Olshavsky and Miller, 

1972；Olson and Dover 1976,1979）。因此，當消費者具有較低的績效評價與較高

的期望水準時，為了避免失調情形發生，他會將績效評價提高以減少失調感，並

因而提高滿意度。 

 

（三）績效決定理論 

80年代以後，許多學者（Churchill and Surprenant 1982；Oliver and DeSarbo 

1988；Tse and Wilton 1988）開始認為影響顧客滿意因素中應該還包括績效此因

素。例如 Churchill and Surprenant(1982)以 VCR為實驗對象發現，績效可以直接

影響顧客滿意度，甚至可以單獨決定顧客滿意度，而不受期望與失驗的影響。事

實上，績效除了可以直接影響顧客滿意外，也有可能透過失驗來間接影響之，亦

即績效對顧客滿意度的影響有直接與間接效果。 

 

 



二、 不滿意反應類型與抱怨行為 

  

    當顧客感到不滿意時，其後續動作可能是向別人訴苦、抱怨或是向廠商進行

索賠甚至訴諸法律。Day and Landon(1977)曾提出顧客不滿意反應 CCB(customer 

complaint behavior)的分類方式，他將不滿意所導致的抱怨行為分為兩層級，第一

層是以有無採取行動來區分，第二層再將有採取行動者分為公開行動或私下行

動。公開行動包括向企業尋求賠償、訴諸法律以及向政府或私人機構抱怨；私下

行動包括停止購買或抵制購買、將不滿意經驗告知親友警告他們不要購買。 

Singh(1988)是首位以實證方法對消費者抱怨行為進行分類的學者，他使用四種不

同且獨立的消費者抱怨情境（醫療、雜貨店、汽車修理、銀行）所得到的資料，

去評估以前文獻各種消費抱怨行為方類方式的效度，經實證發現重新提出一個新

的分類方法，其分類模式如圖 2-2所示。 

 

 

 

 

‧ 向廠商或賣方尋求賠償 ‧負面口耳相傳       ‧向政府或消費者組織抱怨 

‧ 沒有行動             ‧抵制行動           ‧採取法律行動 

 

資料來源：Singh, Jagdip(1988),”Consumer Complaint Intentiobs and Behavior：

Definitional and Taxonomical Issues”, Journal of Marketing, 52(January), pp.90-107. 

     

另外，在國內的相關研究中，闕河士（民 78）亦對抱怨行為進行驗證性及

探索性分析，提出一個新的分類模式，此分類方式不論在整體模式與資料適合

度，以及各構面的區別效度和衡量指標間的一致性都有良好結果。 

出聲抱怨 向第三團體抱怨 私下抱怨 

圖 2-2 Singh的 CCB分類模式 

不滿意發生 



 

 

 

 

‧ 忘記這件事  ‧私下抵制或    ‧向企業要求賠償   ‧告訴消費者保護組織 

且什麼也沒做   轉移品牌                        ‧向法院控訴 

             ‧負面口耳相傳                     ‧透過消費者保護組織 

尋求賠償 

 

資料來源：闕河士，民國 78年 6月，”消費者抱怨行為及其影響因素”，國立 

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此外，陳昭同（民 82）探討消費者抱怨意圖影響因素的研究結果顯示，特

定情境因素（期望理論變數、產品重要性、先前經驗的影響力大小）相對於個人

因素（消費者對抱怨的程度、市場疏離感），對消費者採取多項抱怨（抱怨管道

不只一個）、私下抱怨或向廠商抱怨之行為意圖具有較大的影響力。 

 

另外，Singh and Wilkes(1996)之研究認為消費者做出一種抱怨反應時，會先

評估採取每一種抱怨反應的預期利益(expectancy)，然後才採取一種或兩種以上

的抱怨行動。他們發現消費者先前的抱怨經驗、顧客所感受到的疏離感會對消費

者評估採取每一種抱怨反應所能得到的預期利益有顯著影響。 

 

    而本研究衡量的是不滿意抱怨行為中的負面口耳相傳，以文字敘述方式告知

受測者其購買的產品發生問題，對該產品產生不滿意情況時，消費者會不會把其

不愉快經驗告訴親友及其程度。 

不滿意發生 

私下抱怨 向企業抱怨 無行動 向第三團體抱怨 

圖 2-3 闕河士的 CCB分類模式 



第五節    研究架構 

 

    根據本研究的目的和上述文獻探討，本研究的理論架構如圖 2-4所示，主要 

是在探討消費者購後不滿意時，對品牌聯盟的產品與對零組件廠商的影響效果。 

本研究將品牌聯盟的類型分為聯合品牌(co-branding)與組成分共品牌(ingredient 

branding)兩種，其中聯合品牌又可依何者品牌放在前面分為兩類型。此外，結盟

伙伴的品牌形象可分為國外品牌高、低及國內品牌高、低共四種情形。首先，先

探討品牌聯盟類型與結盟伙伴的品牌形象對消費者聯盟產品之態度為何；其次，

再探討當消費者使用後產生不滿意情況時，對零組件廠商的影響在何種情況下較

大，即消費者把不滿意歸因於零組件廠商的程度為何；最後，探討消費者是否會

將此不滿意情況傳播出去，即是否會產生負面口耳相傳之效果。 

本研究綜合考慮以上因素，建立如下之架構： 

 

 

 

 

 

 

 

 

 

 

圖 2-4 研究架構 

品牌聯盟類型： 

1.Co-brandong A/B 

2.Co-branding B/A 

3.Ingredient branding： 

Brand A with B main ingredient 

結盟伙伴(即 A)之品牌形象： 

1.國外品牌形象高 

2.國內品牌形象高 

3.國外品牌形象低 

4.國內品牌形象低 

消費者對聯盟產

品的整體態度 

‧ 消費者對零組件廠商

的怪罪程度 

‧ 負面口耳相傳效果 

若使用後不滿意 



第六節   研究假設  

 

一、結盟伙伴的品牌形象對消費者態度之影響 

 

Rao and Ruekert(1994)認為品牌聯盟可能因為參與聯盟雙方品牌知名度高低

不同的特性而對聯盟成效造成影響。也就是說，所結盟的品牌形象的高低對品牌

聯盟的效果可能會有不同影響。對新產品而言，可以藉由與其他已存在於市場上

的品牌進行品牌聯盟，以獲得潛在的市場利益（Simonin and Ruth, 1998）。因此

若品牌聯盟的對象可以給消費者較佳的形象感受，則消費者會對聯盟產品有較佳

的品質認知，並進而連帶地提高消費者對此聯盟產品的整體態度。高啟震(民 85)

研究結果也顯示，當進行品牌聯盟時，與高名聲品牌聯盟消費者會有較高的產品

品質的認知。因此本研究認為當結盟伙伴為品牌形象高者，消費者對聯盟產品的

態度會高於聯盟對象為品牌形象低者。 

    此外，雖然早期來源國效果的研究顯示國人存在有外國偏見的情況，但是由

於近年來台灣經濟發展快速，為已開發國家之一，而且台灣的企業及其品牌也逐

漸在國際市場展露頭角，台灣企業在全球的競爭力也明顯提升，國人對於本土企

業比以往更具信心（葉相億，民 90），因此本研究認為早期國人抱持的外國偏見

想法，現在不一定仍存在於國內消費者心中。因此做了以下假設： 

 

結盟伙伴的品牌形象有下列四種情況：  

1. 零組件廠商與國外形象高的系統廠商進行品牌聯盟 

2. 零組件廠商與國內形象高的系統廠商進行品牌聯盟 

3. 零組件廠商與國外形象低的系統廠商進行品牌聯盟 

4. 零組件廠商與國內形象低的系統廠商進行品牌聯盟 

 



假設 1：當零組件廠商與系統廠商進行品牌聯盟時，結盟伙伴（系統廠商）的品

牌形象高低，會使消費者對聯盟產品的整體態度（認知、整體評價、喜

好程度、購買意願）產生不同的影響。 

其高低順序為國外高＝國內高＞國外低＝國內低。 

 

 

二、當使用後不滿意時，品牌聯盟類型與結盟伙伴的品牌形象之交互

作用對消費者態度之影響 

 

    當消費者使用後不滿意，實際上都會傾向於怪罪聯盟雙方形象差者。而國內 

零組件廠商本研究設定為國內廠商形象高者，因此若結盟伙伴的品牌形象為高

者，則在這種情況下產品若發生問題，消費者可能會傾向於認為是零組件發生問

題，而不會認為是大品牌之系統廠商，也就是說消費者會認為是零組件廠商拖累

了形象很好的系統廠商，因此，在此情況下零組件廠商之道德危機成本會上升。

而若與品牌形象低者結盟，則消費者使用後不滿意會傾向於怪罪形象差之系統廠

商品牌，因為消費者可能會傾向於認為是小品牌之系統廠商發生問題，因此拖累

了形象佳之零組件廠商，因此，在此情況下零組件廠商之道德危機成本會下降。

此外，如同假設一之解釋，本研究認為產品出問題時，消費者不一定會認為國內

品牌品質發生問題會較國外品牌來的大，也就是說外國偏見不一定存在。 

 

結盟伙伴之品牌形象有下列四種情況：  

1. 零組件廠商與國外形象高的系統廠商進行品牌聯盟 

2. 零組件廠商與國內形象高的系統廠商進行品牌聯盟 

3. 零組件廠商與國外形象低的系統廠商進行品牌聯盟 

4. 零組件廠商與國內形象低的系統廠商進行品牌聯盟 

 



所以，本研究認為，當消費者使用後不滿意時，與不同品牌形象的對象進行

結盟，對聯盟雙方產生的影響會不同。也就是說，使用後不滿意時，消費者對零

組件廠商之怪罪程度（知覺品質問題、購買意願問題、整體品牌形象問題）會因

結盟伙伴的品牌形象高低而有不同。而消費者使用後不滿意對零組件廠商的怪罪

程度高低為：國外高＝國內高＞國外低＝國內低。本研究對此之推論結果可以下

圖表示之： 

對零組件廠商的怪罪程度

1 2 3 4

 

 

 

此外，品牌名稱能傳達品質的訊息（Keller, 1998），因此品牌名稱可以幫助

消費者辨認產品及品質，且藉由提供產品預期品質的有關資訊而減少消費者購買

時的搜尋成本。此外，品牌名稱還可以告訴消費者產品製造商是誰，若是當產品

不符合消費者預期，應該去怪罪懲罰誰。Park, Jun and Shocker（1996）的實證研

究結果發現，採用複合品牌延伸（CBE）的策略可以提昇產品在消費者心中的價

值，並相互增強原本沒有的產品特質。採用這種的聯盟策略時，又以品牌名稱放

置前面者獲得的效益更大。也就是說，品牌聯盟時，品牌名稱放置在前面位置者，

消費者對其知覺較大。同理可推，本研究認為當消費者使用後不滿意時，品牌名

稱放置前面者亦是消費者知覺產品有問題與怪罪程度較大的一方。 

 

 

國外高 國內高 國外低 國內低 

圖 2-5 結盟伙伴的品牌形象高低對零組件廠商怪罪程度之影響 



品牌聯盟類型有下列三種情況：(A為系統廠商，B為零組件廠商) 

1. Co-branding A/B（聯合品牌 A/B） 

2. Co-branding B/A（聯合品牌 B/A） 

3. Ingredient Branding：Brand A with main ingredient B（組成份共品牌） 

 

因此，在採用 Co-branding B/A的聯盟方式下，當聯盟產品使用後產生不滿

意情況時，品牌名稱放在前面者受到的影響較大，亦即消費者對零組件廠商的怪

罪程度會較大。另外，採用 Co-branding A/B或 Ingredient branding方式時，是以

系統廠商的品牌放置前面或為主，因此消費者使用後不滿意時對零組件廠商的怪

罪程度會較小，而 Ingredient branding由於只掛系統廠商(A)的品牌，因此對零組

件廠商的影響程度最小。本研究對此之推論結果可以下圖表示之： 

 

對零組件廠商的怪罪程度

1 2 3

 

 

 

 

所以，將結盟伙伴的品牌形象與品牌聯盟類型之交互結果綜合分析後可得

知，在使用 Co-branding A/B或是 Ingredient Branding的聯盟方式時，對零組件廠

商的怪罪程度高低順序為：國外高＝國內高＞國外低＝國內低。但是，若採用

Co-branding B/A的聯盟方式，則由於受到 B的品牌放置前面所受到的影響較大

聯合品牌A/B 聯合品牌 B/A 組成共品牌 

圖 2-6 不同品牌聯盟類型對零組件廠商怪罪程度之影響 



的效果使然，因此可能會出現與低形象之系統廠商結盟時，不一定能使零組件廠

商之道德危機成本下降，也就是說其效果可能會有抵銷或減弱的情況，因此在此

聯盟類型下，對零組件廠商的怪罪程度高低順序可能為：國外高＝國內高＝國外

低＝國內低，也就是說，與何種品牌形象之系統廠商結盟對零組件廠商的怪罪程

度並不明顯。本研究對此之推論結果可以下圖表示之：  

 

對零組件廠商的怪罪程度

1 2 3

國外高

國內高

國外低

國內低

 

 

 

 

    綜合上述推論分析結果，當使用後不滿意時，品牌聯盟類型與結盟伙伴的品

牌形象之交互作用對消費者態度之影響，本研究之假設如下： 

 

假設 2-1：在使用 Co-branding A/B 的聯盟方式下，當消費者不滿意時，結盟伙

伴的品牌形象高低，對聯盟雙方產生的影響會不同，即消費者對零組

件廠商(B)的怪罪程度（知覺品質問題、購買意願問題、整體品牌形

象問題）會有不同。對零組件廠商的怪罪程度高低順序為：國外高＝

國內高＞國外低＝國內低。 

 

圖 2-7 品牌聯盟類型與結盟伙伴的品牌形象對零組件廠商怪罪程度之影響 

聯合品牌 B/A 組成份共品牌 聯合品牌A/B 



假設 2-2：在使用 Co-branding B/A 的聯盟方式下，當消費者不滿意時，結盟伙

伴的品牌形象高低，對聯盟雙方產生的影響沒有顯著差異，即消費者

對零組件廠商(B)的怪罪程度（知覺品質問題、購買意願問題、整體

品牌形象問題）不會不同。對零組件廠商的怪罪程度高低順序為：國

外高＝國內高＝國外低＝國內低。 

 

假設 2-3：在使用 Ingredient Branding 的聯盟方式下，當消費者不滿意時，結

盟伙伴的品牌形象高低，對聯盟雙方產生的影響會不同，即消費者

對零組件廠商(B)的怪罪程度（知覺品質問題、購買意願問題、整體

品牌形象問題）會有不同。對零組件廠商的怪罪程度高低順序為：

國外高＝國內高＞國外低＝國內低。 

 

 

三、當使用後不滿意時，對聯盟雙方的負面口耳相傳效果 

 

由於品牌聯盟與品牌延伸均屬於品牌權益的移轉，因此延伸失敗所發生的稀

釋效果也可能發生在品牌聯盟失敗，但延伸失敗是否發生稀釋效果，在文獻上則

並沒有一致的結果。Romeo(1991)和 Keller and Aaker(1992)的研究發現品牌延伸

的負面訊息對原品牌並未造成稀釋效果，但 Loken and John(1993)和陳振燧(民 86)

的結果卻發現不成功的延伸將傷害原品牌評價。本研究對於聯盟失敗（即產品發

生問題）消費者不滿意反應類型僅研究是否會採取負面口耳相傳的作法及其程

度。本研究認為聯盟失敗時對雙方皆會產生負面口耳相傳效果，但對雙方的影響

程度不同。對系統廠商而言，其本身品牌形象的高低會影響負面口耳相傳的程

度。若系統廠商本身品牌形象佳，則負面口耳相傳程度會較低；但若系統廠商本

身品牌形象在消費者心中就較差，則負面口耳相傳的程度會較大。但對於零組件



廠商來說，由於消費者可能會認為僅是產品中的一項元件，所以負面口耳相傳的

情況會較不嚴重，且不因聯盟伙伴的品牌形象而不同。因此做出以下假設： 

 

假設 3-1：當消費者使用後不滿意時，不論品牌聯盟類型與結盟伙伴的品牌形象

高低，對聯盟雙方皆會產生負面口耳相傳效果。   

 

假設 3-2：對系統廠商(A)的負面口耳相傳情況，當系統廠商之品牌形象低(國外

低及國內低)時比形象高(國外高及國內高)時來的嚴重。但對零組件廠

商(B)的負面口耳相傳情況，則不因結盟伙伴的品牌形象高低而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