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實驗設計  

 

本研究以資訊產業為研究對象，選擇主要資訊零組件廠商與個人電腦廠商進

行品牌聯盟。 

 

一、預試 

 

本研究預試之主要目的如下： 

    以消費者對國內個人電腦品牌及國外個人電腦品牌的整體評價，分別對國內

個人電腦與國外個人電腦找出形象高及形象低的品牌各一，同時形象高的國內個

人電腦品牌與國外個人電腦品牌必須無顯著差異，同理，形象低的國內個人電腦

品牌與國外個人電腦品牌亦必須無顯著差異。 

此外，由於當消費者知覺該零件、配備佔系統、核心產品的價值比重愈高時，

表示該零件或配備對完成系統、核心產品整體功能貢獻的程度，以及其品質優劣

對整體功能的影響程度愈高，在產品評估決策中的權重、影響力就愈大。所以，  

必須找出消費者對個人電腦功能表現最重要之零組件為何者，且該零組件廠商中

消費者知覺形象最好者為何者，以之作為本研究品牌聯盟之零組件廠商。 

   為達上述目的，本研究以政大國貿所學生為預試樣本，針對二十一個國內外

個人電腦品牌，請消費者針對品牌形象以及整體產品表現兩個項目，利用李克特

量表，請受測者進行評量。另外，在重要零組件方面，本研究列出影響個人電腦

效能表現主要零組件，請消費者選擇最重要兩項。 

 

 



（一）衡量方式 

受測者針對二十一個國內外個人電腦品牌，分別在品牌形象以及整體產品表

現給予評價，衡量的尺度是用李克特(Likert)七點量表，由非常好到非常差，所

給予的分數分別是：7=非常好；6=好；5=有點好；4=普通；3=有點差；2=差；

1=非常差。也就是分數越高的個人電腦品牌，代表消費者對其知覺形象越高。 

 

（二）統計結果 

將各個個人電腦品牌在品牌形象以及整體產品表現兩方面所得到的分數加

以平均，分成平均分數高與平均分數低兩群，然後利用配對樣本檢定(pair-sample 

test)，在兩群中找出國內個人電腦品牌和國外個人電腦品牌其平均分數無顯著差

異者，其結果列於表 3-1與表 3-2： 

表 3-1 國外個人電腦品牌平均分數 

國外個人電腦品牌 平均分數 

ABS Computer 3.4412 

Compaq康柏 5.3676 

DELL戴爾 5.2500 

Gateway 4.0000 

HP惠普 5.7206 

IBM 6.2794 

Micron PC 3.5588 

NuTrend 3.4412 

Packard Bell 3.3971 

Polywell 3.3824 

Systemax 3.3971 

Sys Technology 3.3382 

Tiny 3.3382 



表 3-2 國內個人電腦品牌平均分數 

國內個人電腦品牌 平均分數 

Acer宏碁 5.0441 

Genuine捷元 4.2941 

LEMEL聯強 4.5588 

LEO國眾 4.0588 

MiTAC神通電腦 4.1765 

Tatung大同 3.6029 

SANYO三洋 3.8971 

Xander建達國際 3.5000 

 

在平均分數高方面，選擇康柏與宏碁進行配對樣本檢定，兩者無顯著差異（P

＝0.123）。在平均分數低方面，選擇 NuTrend 與建達國際進行配對樣本檢定，兩

者無顯著差異（P＝0.701），其結果列於下表： 

 

表 3-3 個人電腦品牌配對樣本檢定 

配對樣本 T值 P值 

康柏 VS.宏碁 1.582 0.123 

NuTrend VS.建達國際 -0.387 0.701 

 

本研究預試結果選擇之個人電腦品牌結果如下： 

國外個人電腦品牌形象高---Compaq 

國內個人電腦品牌形象高---Acer 

國外個人電腦品牌形象低---NuTrend 

國內個人電腦品牌形象低---Xander(建達國際) 



另外，在影響個人電腦功能表現之重要零組件方面，如表 3-4及表 3-5所示： 

  

表 3-4 重要零組件百分比 

中央處理器 100﹪ 

主機板 52.9﹪ 

SDRAM記憶體 20.6﹪ 

DDR記憶體 17.6﹪ 

DVD-ROM光碟機 2.9﹪ 

RDRAM記憶體 2.9﹪ 

IDE硬碟機 2.9﹪ 

 

表 3-5 主機板品牌形象最好者 

華碩 58.8﹪ 

技嘉 32.4﹪ 

精英 2.9﹪ 

微星 2.9﹪ 

艾崴 2.9﹪ 

 

由於目前中央處理器掌握在 Intel 手中，故本研究排除選擇此一零組件為研

究對象，這是基於本研究想要對國內零組件廠商產生研究貢獻，故本研究選擇主

機板為重要零組件，而其中又以華碩(ASUS)主機板形象最高。 

 

 

 

 



二、實驗設計 

 

本實驗操弄兩項自變數：品牌聯盟類型與結盟伙伴的品牌形象。在國內主機

板廠商與國外個人電腦品牌形象高、國內個人電腦品牌形象高、國外個人電腦品

牌形象低、國內個人電腦品牌形象低四種情況進行品牌聯盟的合作，其聯盟類型

又可分為三種，因此本研究共有 4×3＝12個實驗組，各實驗組如表 3-6所示： 

 

表 3-6 實驗設計分組 

結盟伙伴的品牌形象 品牌聯盟類型 實驗組別 

聯合品牌：國外品牌形象高/國內重要零組
件為聯盟產品品牌 

1 

聯合品牌：國內重要零組件/國外品牌形象
高為聯盟產品品牌 

2 

國外個人電腦品牌形象高 

組成份共品牌：以國外品牌形象高為聯盟

產品品牌，以國內重要零組件為主要成分 
3 

聯合品牌：國內品牌形象高/國內重要零組
件為聯盟產品品牌 

4 

聯合品牌：國內重要零組件/國內品牌形象
高為聯盟產品品牌 

5 

國內個人電腦品牌形象高 

組成份共品牌：以國內品牌形象高為聯盟

產品品牌，以國內重要零組件為主要成分 
6 

聯合品牌：國外品牌形象低/國內重要零組
件為聯盟產品品牌 

7 

聯合品牌：國內重要零組件/國外品牌形象
低為聯盟產品品牌 

8 

國外個人電腦品牌形象低 

組成份共品牌：以國外品牌形象低為聯盟

產品品牌，以國內重要零組件為主要成分 
9 

聯合品牌：國內品牌形象低/國內重要零組
件為聯盟產品品牌 

10 

聯合品牌：國內重要零組件/國內品牌形象
低為聯盟產品品牌 

11 

國內個人電腦品牌形象低 

組成份共品牌：以國內品牌形象低為聯盟

產品品牌，以國內重要零組件為主要成分 
12 



第二節   各項變數的定義與衡量  

 

    為了討論上的方便，本節將對實驗中的各項變數訂定明確的操作性定義，

並將各變數的衡量方式，加以詳細說明。 

 

一、自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s） 

 

（一）品牌聯盟類型 

本研究探討的品牌聯盟類型可分為兩類型：聯合品牌及組成份共品牌，其中

聯合品牌可分為個人電腦品牌/零組件廠商、零組件廠商/個人電腦品牌兩種方式

為聯盟產品之品牌名稱。組成份共品牌則是以個人電腦品牌為聯盟產品之品牌名

稱，並採用零組件廠商為聯盟產品之主要元件。品牌聯盟類型不同即代表聯盟品

牌名稱呈現方式不同，為了瞭解聯盟後，品牌聯盟類型不同對消費者態度的影

響，所以做的操弄敘述如表 3-7所示： 

 

表 3-7 品牌聯盟類型之操弄比較 

品牌聯盟方式 操弄敘述 編碼 

聯盟後以個人電腦品牌 /主機板品牌為聯盟產品之品

牌名稱（即 A/B為品牌名稱） 

1 聯合品牌 

co-branding 

 聯盟後以主機板品牌 /個人電腦品牌為聯盟產品之品

牌名稱（即 B/A為品牌名稱） 

2 

 

組成份共品牌 

ingredient branding 

聯盟後以個人電腦品牌為聯盟產品之品牌名稱，並採

用國內廠商之主機板（即 A為品牌名稱，採用 main 

ingredient B ） 

3 

 



（二）結盟伙伴的品牌形象 

本研究認為外國偏見與本國偏見的情況在資訊產業並不一定存在，為了證明

此論點，結盟伙伴的品牌形象將以國外高與低形象及國內高與低形象之品牌四種

情形進行研究。在零組件廠商與國外個人電腦品牌聯盟合作下，進行預試找出兩

個分別代表形象高及形象低的品牌，國內個人電腦品牌亦同樣找出兩個品牌，而

形象高之國外個人電腦品牌與形象高之國內個人電腦品牌必須無顯著差異，形象

低之國外個人電腦品牌與形象低之國內個人電腦品牌亦必須無顯著差異，根據預

試結果國外個人電腦品牌形象高者以康柏(Compaq)為代表，國外個人電腦品牌形

象低者以 NuTrend為代表，國內個人電腦品牌形象高者以宏碁(Acer)為代表，國

內個人電腦品牌形象低者以建達國際(Xander)為代表。於問卷中操弄方式如下所

示： 

表 3-8結盟伙伴的品牌形象之操弄比較 

結盟伙伴的品牌形象 操弄敘述 編碼 

國內主機板廠商與國外形

象高之個人電腦品牌聯盟 

國外知名個人電腦品牌康柏 Compaq與國內主

機板廠商華碩 ASUS特別一起合作推出一款最

新機種個人電腦 

1 

國內主機板廠商與國內形

象高之個人電腦品牌聯盟 

國內知名個人電腦品牌宏碁 Acer與國內主機板

廠商華碩 ASUS特別一起合作推出一款最新機

種個人電腦 

2 

國內主機板廠商與國外形

象低之個人電腦品牌聯盟 

國外個人電腦品牌 NuTrend與國內主機板廠商

華碩 ASUS特別一起合作推出一款最新機種個

人電腦 

3 

國內主機板廠商與國內形

象低之個人電腦品牌聯盟 

國內個人電腦品牌建達國際 Xander與國內主機

板廠商華碩 ASUS特別一起合作推出一款最新

機種個人電腦 

4 



二、依變數（Dependent Variables） 

 

（一）消費者對聯盟產品的態度 

 

本研究的依變數為消費者態度，雖然各個學者對態度定義不完全相同，但大

多數學者都認同由認知、情感以及行為意圖三個部分所構成的，因此本研究中消

費者態度將分成認知(cognitive)、整體評價(evaluation)、整體喜好程度(liking)以

及購買意願(purchasing intention)四個構面來衡量，而消費者態度衡量項目是引用

葉相億(民 90)的作法，各部分詳細說明如下： 

 

1、認知部分（Cognitive Component） 

    認知部分是指個人對於某些事物所擁有的信念，此一信念源於自身的思想、

知識、觀感或學習。該部分共有三道題目，衡量尺度是用七點的語意差別量表，

每題衡量尺度的分數為 1至 7，分數越高表示受測者的反應越正面。 

 

2、整體評價（Evaluation） 

    整體評價是指個人基於本身的知識、情感等，而對某些事物評量其好壞。該

部分共有三道題目，衡量尺度是用七點的語意差別量表，每題衡量尺度的分數為

1至 7，分數越高表示受測者給予的評價越正面。 

 

3、整體喜好程度（Liking） 

    喜好程度使指個人面對某件事物所觸發的一種情感上之反應，也就是對某件

事物愛恨好惡的主觀感覺。該部分共有三道題目，衡量尺度是用七點的語意差別

量表，每題衡量尺度的分數為 1至 7，分數越高表示受測者的喜愛程度越高。 

 



4、購買意願（Purchasing Intention） 

    購買意願是指個人基於本身的信念或感覺而產生的一種行為傾向。該部分共

有三道題目，衡量尺度是用七點的語意差別量表，每題衡量尺度的分數為 1至 7，

分數越高表示受測者的購買意願越高。 

 

（二）消費者使用後不滿意對聯盟雙方怪罪程度 

此部分在衡量消費者使用後不滿意時，傾向於把問題怪罪於聯盟雙方何者，

以知覺品質問題、購買意願問題、整體品牌形象問題三項衡量。 

 

1. 知覺品質問題：以效能表現不好、品質不可靠、故障頻繁、整體功能表現差、

品質不值得信賴等五題，使用雙極尺度衡量回答對於零組件廠商或個人電腦品

牌廠商何者怪罪程度較大，每題衡量尺度的分數為 1至 7，分數越高表示受測

者對於個人電腦品牌廠商怪罪程度較大。 

 

2. 購買意願問題：該部分共有三道題目，使用雙極尺度衡量回答對於零組件廠

商或個人電腦品牌廠商何者怪罪程度較大，每題衡量尺度的分數為 1至 7，分

數越高表示受測者對於個人電腦品牌廠商怪罪程度較大。 

 

3. 整體品牌形象問題：以形象不值得信賴、品牌商譽不好、形象不可靠、整體

品牌形象損失誰大等四題，使用雙極尺度衡量回答對於零組件廠商或個人電腦

品牌廠商何者怪罪程度較大，每題衡量尺度的分數為 1至 7，分數越高表示受

測者對於個人電腦品牌廠商怪罪程度較大。 

 



而不滿意反應情況之操弄敘述在問卷中敘述如下（以第一組問卷為例）： 

 

 

 

狀況描述：您買回去的 Compaq/ASUS 個人電腦，一段時間後，常常有當機的狀

況發生，電腦運作不順暢，您並不清楚是哪個部分出了錯誤或是誰的問題，您對

此品牌個人電腦的表現感到不滿意。 

在此狀況下，您會傾向於把此錯誤與不滿意歸罪於誰？請回答下列問題。 

 

 

（三）負面口耳相傳效果 

此部分在衡量消費者使用後不滿意時，是否會把不滿意的情緒及經驗告知親

朋好友，並勸告其不要購買聯盟雙方之原品牌產品的程度。該部分針對零組件廠

商與個人電腦品牌廠商各有三道題目，衡量尺度是用七點的語意差別量表，每題

衡量尺度的分數為 1至 7，分數越高表示受測者愈會把其不滿意經驗告訴親友並

建議他們不要購買零組件廠商品牌(或個人電腦廠商品牌)之相關產品。 

在問卷中之敘述如下： 

 

 

 

 

此部分同樣假設您已經購買了 ASUS/Compaq個人電腦，一段時間後，常常

有當機的狀況發生，電腦運作不順暢，您並不清楚是哪個部分出了錯誤或是

誰的問題，您對此品牌個人電腦的表現感到不滿意。請依照此情況描述，回

答下列問題。 

假設您已經購買了一台由國內主機板華碩 ASUS與國外知名電腦品牌康柏

Compaq特別一起合作推出的個人電腦品牌 Compaq/ASUS。請以「使用者」

的身份回答下列問題。 



第三節   抽樣方法與問卷設計 

 

一、 抽樣方法 

 

本研究的目標母體為一般電腦的使用者，由於電腦使用已經十分普遍，且由

於時間及經費限制，因此採用便利抽樣原則來進行樣本的抽樣，選取政治大學及

台北醫學大學的學生作為受測樣本。 

本實驗共發出 384份問卷，回收 365份問卷，有效問卷為 356份，其中男性

有 165位（佔 46.3﹪），女性有 191位（佔 53.7﹪）。詳細樣本來源狀況如表 3-9

所示： 

表 3-9 問卷回收狀況表 

系所 回收後有效份數 系所 回收後有效份數 

經濟 33 國貿 56 

財政 14 廣電 30 

財管 30 英語 13 

風管 10 會計 8 

統計 10 外交 16 

法律 47 牙醫 40 

土語 10 資管 39 

 

 



二、 問卷設計 

本研究的問卷共分為一項說明與七個部分的題目，問卷順序與所包含的題數

如表 3 -10所示： 

表 3-10 問卷設計 

問卷部分 衡量變數 題數 

說明 品牌聯盟類型與結盟伙伴的品牌形象  

認知 3 

整體評價 3 

整體喜好程度 3 

第一部份 對聯盟產品的態度 

購買意願 3 

知覺品質 5 

購買意願 3 

第二部份 聯盟產品使用不滿意對聯

盟雙方怪罪程度 

整體品牌形象 4 

第三部份 負面口耳相傳程度 6 

第四部份 對原品牌喜好程度 6 

第五部份 產品知識 5 

操弄檢定 2 第六部份 其他 

情境涉入 3 

第七部份 個人基本資料 6 

 

 

 



第四節   資料分析方法與信度分析  

 

 

本研究以 SPSS 10.0版為統計分析工具，在資料分析過程中，使用的統計方

法包括：信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配

對樣本 T檢定（Paired-sample test）、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事後多重比較（Post Hoc Test）等。 

 

 

一、信度分析 

 

在一般學術研究中，通常以 Cronbach á 來衡量問卷中題目的一致性（楊國

樞等，1980）。Wortzel（1979）認為 Cronbach á若介於 0.7至 0.98之間，表示各

個衡量指標間存在有高信度值；Nunnally（1978）亦認為 Cronbach á應該大於或

等於 0.7，否則應該拒絕使用。本研究所使用之問卷，其各部分的衡量指標（即

各項問題）經計算 Cronbach á值之後，均達到 0.7以上，顯示出本問卷中各部分

的問題都存有良好的信度。問卷中各部分問題之信度值表 3-11所示： 



表 3-11 信度分析 

問卷部分 衡量變數 信度（Cronbach á） 

認知 0.8859 

整體評價 0.8743 

整體喜好程度 0.9258 

第一部份 對聯盟產品的態度 

購買意願 0.9475 

知覺品質 0.8635 

購買意願 0.8599 

第二部份 聯盟產品使用不滿意對聯

盟雙方的怪罪程度 

整體品牌形象 0.8549 

第三部份 負面口耳相傳程度 0.8899 

PC電腦品牌 0.9367 第四部份 對原品牌喜好程度 

主機板品牌 0.9405 

第五部份 主觀知識 0.9149 

操弄檢定 0.9814~0.9871 第六部份 其他 

情境涉入 0.9503 

 

 

二、變異數分析（ANOVA）與事後多重比較 

 

    首先利用變異數分析(ANOVA)，看各個因子的影響是否有顯著性差異，其

中若交互作用顯著，則進行事後多重比較(Post Hoc Tests)，來瞭解各個變數對消
費者態度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