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消費者態度 

一、態度的定義 

在行銷的領域中，態度（Attitude）常被當成預測實際購買行為的最

佳指標，所以許多學者都曾經對『態度』提出解釋，例如：古典的說法認

為態度是過去經驗組織而成之心理或精神的準備狀態，而對個人行為產生

指導性或動態性的影響（Allport, 1935）。Rosenberg and Hovland （1960）

指出，態度是由認知（cognitive component）、情感（affective component） 

、及行為意圖（conative component）三個部分所構成。「認知」是指個

人對於某些事物所擁有的信念，此一信念來自本身的思想、觀念、知識或

是學習；「情感」是指個人面對某件事物所觸發的一種感情上的反應，亦

即對事物的好惡愛恨等主觀的感覺；「行為意圖」則是指個人根據本身的

信念或感覺而採取行動的意圖。Bem（1970）認為態度是喜歡或不喜歡的

心態。Fishbein and Ajzen（1975）定義態度是一種學習傾向，基於這種

學習傾向，對一給定觀察體產生一致性喜歡或不喜歡的狀態，亦即一個人

的態度是指在某一時點，其所擁有的主要信念的函數，而主要信念則是在

某特定情境下由記憶中所檢索出來的。Maslach（1975）認為態度是個人

對於某一特定個體、群體、情境、事物或無形的觀念，所表現出其喜歡或

不喜歡的核心思想。Krech and Crutchfield（1984）認為態度是個人對

於該世界某一層面之動機、知覺、及認知歷程組成的持久性組織體。Kolter

（1991）則認為態度係指個人對某些個體或觀念，存有一種持久性的喜歡

或不喜歡的認知評價、情緒的感覺及行動傾向。 

 

 



二、態度的組成要素 

    態度的組成要素之文獻中，學者共提出三種成分論，包括一成分論、

二成分論、三成分論，而本研究所採用的是二成分論，以下做二成分論的

文獻探討。 

（一）二成分論 

    如 Abelson, Kinder, Peters and Fiske（1982）的研究指出，選民

對於總統候選人的情感會比對候選人的信念更能影響投票行為，即情感成

分會主導整體態度的評價。然而，因為態度並不能絕對預測行為，只可被

視為是一種行為傾向，而此行為傾向，又可依情感和認知區分成由情感驅

動的行為，或由認知所驅動的行為（Millar and Tesser,1986）。故有多

位研究者建議以情感和認知所組成的『二成分論』為態度的基本結構

（Bagozzi and Burnkrant,1979；Zajonc and Markus,1982）。 

    『二成分論』主張對態度整體評價是由情感和認知所共同決定（Milar 

and Tesser,1986,1989；Petty and Cacioppo,1986）。而情緒與認知在態

度結構中的可區分性也有實證資料的支持（Breckler,1984；Breckler and 

Wiggins,1989,1991）。 

    依二成分的觀點，認知與情感可以各自主導整體態度的評價。依認知

成分和情感成分在態度中的強勢性（dominance）或相對分配（relative 

distribution），可區分成兩種態度：認知性態度（cognitive-based 

attitude）及情感性態度（affective-based attitude）（Edwards,1990；

Millar and Millar,1990）。所謂態度的認知成分是指態度對象物的信念

（belief）、知識（knowledge）及想法（thought）等；情感成分則是指

由 態 度 對 象 物 所 引 發 的 情 緒 （ emotion） 或 感 受 （ feeling）

（Breckler,1984；Zanna and Remple,1988）。 

 

 



三、態度的衡量模式 

    由上面各學者對態度所作的不同定義可知，態度是一個十分模糊的概

念，但由於其具整體的概念且能提供消費者購買行為的預測性，所以近年

來學者均對此種態度的概念，發展出一些衡量的方法。 

    態度的衡量主要有兩種模式：傳統態度模式及多屬性態度模式。 

 

（一）傳統態度模式（Traditional Model of Attitude） 

    傳統態度模式主要由三個部分所構成，亦即認知、情感及行為。這個

模式的主要假設是構成態度的三個部分彼此間傾向是一致的，立論的根據

是當個人態度傾向於偏好某一產品，意味著個人對此產品產生較佳的信念

及認知，而對此產品就會產生喜好的感覺，並進而去購買。 

    以下介紹兩種常用的態度量表。 

 

 

1. 李克特量表（Likert Type of Scale） 

    由 Likert於 1932年提出，李克特量表是指有數個描述性的語

句，以正向句子或負向句子，來直接詢問受測者個人同意或不同意該

描述性語句的程度，通常為五點量表。 

 

2. 語意差別量表（Semantic Difference Scale） 

    語意差別量表是利用兩個對立的觀念，構成一個雙極的尺度，來

評量產品、品牌、或任何觀念，然後把這雙極的尺度分為五等分、七

等分或九等分，每個等分區間給予一個數值，例如五等分，量表數值

由 1至 5。每個量表值代表個人態度的不同，然後把每一題的分數加

總，即可得到顧客對於該項產品或服務的態度。 

 



（二）多屬性態度模式（Multiattribute Attitude Model） 

    許多行為學家或行銷研究者漸漸採用多屬性態度模式來測量及評價

消費者的態度。這種模式假設消費者對於一項產品或服務的態度，可以決

定於他對這項產品或服務在各項屬性上信念的總合。比較常用的包括：最

基本的多屬性態度模式、加權的多屬性態度模式、Fishbein態度模式、理

想點模式。由於本研究所採用的態度衡量模式為傳統態度模式，因此在此

不加以探討多屬性態度模式。 

 

 

 

 

 

 

 

 

 

 

 

 

 

 

 

 

 

 

 



第二節      推敲可能性模式（ELM Model） 

一、理論內容 

    根據Petty與Cacioppo（1981）的觀點，雖然有很多不同的態度改變

理論被相繼提出，例如，訊息學習理論、社會判斷理論、平衡理論、認知

失調理論等，即使他們對於態度改變結果的解釋上，使用互異的專有名

詞、假說、隱含的動機、以及特殊的影響等，但是基本上，這些理論大致

都可以區分為兩種不同的說服途徑中的一種。 

 

（一）中央路徑（Central Route） 

    中央路徑是指，個人具有高度動機與高度能力，並對於有關支持該論

點的理由與資訊，做了仔細與深思的考量之後，進而肯定該論點。在中央

路徑之下，訊息接收者特別注意訊息內容的說服力，若訊息論點是中肯

的、具說服性的，將衍生更多有利於主題的想法，若訊息論點是不可信或

可疑的時候，則會衍生出與主題相反的想法，甚至出現反彈效果，此類訊

息論點又稱為中央線索（central cue）。 

 

（二）周圍路徑（Peripheral Route） 

    周圍路徑是指，個人不具有動機或能力，無法或不願意對訊息論點作

深入思考，而是受到說服情境之下一些簡單、周圍線索之影響，作一些簡

單的推論，進而肯定該論點。在周圍路徑之下，訊息接收者不作主動思考，

不會去注意訊息內容的說服性，而只是憑藉說服情境中的一些線索或暗

示，做為是否訊息立場與態度形成的依據。 

 

 

 



 

 

 

 

 

 

 

 

 

 

 

 

 

 

 

 

 

 

 

 

圖 2-1  ELM Model 

 

資料來源：Petty R.E. & Cacioppo, J.T.（1986）, 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Central and Peripheral Route to Attitude 

Change, New York：Springer-Ver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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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中央路徑、周圍路徑說服效果的因素 

    究竟何時應該採用中央路徑，何時採行周圍路徑，則必須視訊息接收

者的動機與能力來決定。而影響訊息接收者處理資訊的動機之因素為涉入

程度跟認知需求（Petty & Cacioppo,1986）；影響訊息接收者處理資訊之

能力為產品知識。 

 

（一）影響訊息接收者處理資訊動機的因素 

1. 涉入程度（Involvement） 

    即訊息對個人的攸關程度。涉入的分類方式有兩種，第一種是根

據涉入對象來分類，第二種是根據涉入的本質與來源來分類。 

（1） 依涉入對象分類： 

A. 廣告涉入（Advertising Involvement） 

    廣告涉入主要是根據消費者對廣告訊息所產生的注意力程

度，或對該訊息的反應等來了解消費者的涉入程度。有些消費者在

看完廣告之後，會仔細推敲及回憶廣告的內容、論點，有些消費者

則對廣告訊息毫不關心，影響消費者對廣告的反應在於其涉入程

度。Krugman（1965）發現，個人的涉入程度會影響其對廣告的反

應程度，當消費者的涉入程度很低時，可能會對廣告內容毫無反應。 

B. 產品涉入（Product Involvement） 

    產品涉入是消費者對一產品所投注的觀察注意、重視程度，或

對於產品所賦予的個人主觀意義。不同消費者對相同的產品會有不

同的涉入程度，高涉入如對產品完全投入的自我認同，低涉入如漠

不關心。消費者的產品涉入程度，會影響其如何採購產品、對品牌

的忠誠度、對不同產品屬性的重視程度等等。 

C. 購買涉入（Purchasing Involvement） 

    購買涉入是指消費者對某一次購買活動的重視程度。主要探討



個人在購買情境所考量到的個人關聯或重要性，因而影響購買決策

的改變。購買涉入程度會影響消費者從購買前的資訊蒐集到購買後

的評估行為，同時也會反映其人格特質。 

（2） 依涉入的本質與來源分類： 

A. 情境涉入（Situational Involvement） 

    情境涉入是指在消費者在一特定的購買情況下，尤其是購買決

策者有一定風險時，對產品短暫的注意和關心。例如，當消費者在

購買房屋時，其情境涉入會突然增高，但該情境涉入是一短暫現

象，在購買之後會漸漸減退。在有風險的購買情況下，高情境涉入

者會更仔細去蒐集資訊、深思熟慮，使其能做出最好的選擇，以避

免負面失驗的產生。 

B. 持久涉入（Enduring Involvement） 

    持久涉入是指消費者持續注意，一直關心產品的最新狀況，其

對產品的注意不會受情境的影響。當消費者知覺到產品會提供重要

的享樂利益或與消費者本身密切相關時，會有較高的持久涉入

（Laurent and Kapferer,1985）。高持久涉入者有強烈的動機去避

免購後失調的發生，因此高持久涉入者比低持久涉入者擁有較多的

產品知識與使用經驗，通常會和他人討論，因此比起低涉入者更能

做出聰明的選擇，以降低負面失驗的產生。 

C. 反應涉入（Response Involvement） 

    反應涉入是個人結合情境涉入與持久涉入的心理現象。一般人

在日常生活中所面臨到的購買決策其實是很複雜的，很難確定是否

單只是情境涉入或是持久涉入的結果，而有可能是兩種涉入影響之

下的結果。反應涉入便是結合兩者，去分析消費者的購買決策，如

圖2-3。 

 



 

 

 

 

 

 

 

 

圖 2-2  反應涉入之形成示意圖 

 

資料來源：Bloch & Richins（1983）,“A Theoretical Model for the Study 

of Product Importance Perceptions,”Journal of 

Marketing,Vol.47 n3,p.69-81. 

 

2. 認知需求（Need for Cognition） 

             簡而言之，認知需求指的是個人喜好認知思考的傾向程度（Petty 

& Cacioppo,1986）。不同認知需求的消費者對訊息的處理方式不同，

高認知需求者偏好複雜、具挑戰性的工作，因此依循中央路徑處理訊

息；低認知需求者偏好簡單、一致性高的任務，因此偏好以周圍路徑

處理訊息。 

 

（二）影響訊息接收者處理資訊能力的因素 

 

1. 產品知識 

產品知識包括兩個組成要素：第一為專業（expertise），即認定

產品能完成其任務的能力；第二為熟悉度（familiarity），即消費者

情境 

消費者 

產品 

情境涉入 

持久涉入 

反應涉入 



的使用經驗與產品的相關程度。而產品知識可分為消費者主觀或客觀

對某項產品的了解、熟悉程度。消費者的產品知識可以分為三類，第

一種是消費者主觀認為自己所擁有的知識（subjective knowledge or 

perceived knowledge），第二種是消費者客觀而言，真實具備的知識

（objective knowledge），第三種是消費者以往購買或使用該產品的

經驗（experience-based knowledge）。而消費者產品知識的衡量，

和主客觀知識的差別敘述如下： 

 

2. 衡量產品知識的方法 

以往學者多用熟悉度或使用經驗來衡量產品知識，然而不同研究

常對產品知識下不同的定義，因此產生了三個問題： 

（1） 由於學術界沒有一致公認的操作型定義，因此每位學者在進行

實驗之前，都必須再對產品知識定義一次。 

（2） 由於各篇研究所採取的定義方式不同，所以無法將相關研究作

一整合。 

（3） 因為定義上的差別，所以近代學者無法將研究基礎建構於前人

的研究結果上。 

    如同涉入程度對消費者如何處理資訊的影響，產品知識低的消費

者，傾向利用表徵訊息（extrinsic cues）來判斷品質；而產品知識

高的消費者則傾向利用本質訊息（intrinsic cues）。也就是說，產

品知識較低的消費者，比較沒有能力去處理有關產品屬性的資訊，反

而依靠其他與產品本身沒有直接相關的資訊作為判斷依據。 

 

3. 主觀與客觀知識的差別 

    除了消費者以往購買或使用該產品的經驗之外，我們將產品知識

分為主觀與客觀兩種型態，但事實上消費者的產品知識，或多或少都



有主觀成分在內，因為實驗所衡量出來的水準，多具有消費者主觀認

知下的結果。 

 

4. 影響訊息處理能力的主要因素： 

（1）干擾是否出現－干擾現象使訊息接收者無法專心進行訊息評

估，以致無法區別訊息論點的強弱勢。干擾使得訊息接收者收

到較少的訊息，因此無法做太多的思考推敲，進而影響訊息的

說服效果。 

（2）訊息的重複性－訊息重複的次數會影響到訊息接收者對於訊息

的注意、理解與思考推敲的機會，進而影響訊息的說服效果。 

（3）訊息接收者對於訊息的知識－特別是專業性的訊息，若訊息接

收者不具備相關知識，則無法處理訊息內容。 

（4）訊息的複雜性－論點訊息的複雜性增加，會減低訊息的說服效

果。 

    ELM理論認為消費者對於與議題相關的訊息採中央路徑時，所產生的

態度改變會持續較長的時間，行為的可預測性較高，對於相反論點的反駁 

會較強烈；採周邊路徑的消費者，所產生的態度改變會持續較短暫的時間 

，行為不具預測性，對於相反論點不會採取強烈的抗拒。 

    以中央路徑處理訊息的個人，必須使用較多的心理資源，將相關的知

識重複提取、記憶，並且與外在的訊息互動，使得態度的改變更為持久。

由於與議題相關的知識被重複提取使用，所以在遭遇態度相反的論點，會

產生明顯的抗拒行為。 

 

 

 

 



第三節      全球化 v.s. 本土化 

一、國際行銷策略 

    國際行銷乃是將組織的資源及目標集中於全球市場機會之過程

（Subhash,1987）。「策略」是為達成特定目標所採取的手段，經由重要資

源調配方式來達目標（唐富藏,民85）。國際行銷策略是企業為達目標，因

應內外部環境所採取的方法。其包括了產品策略、價格策略、促銷策略、

通路策略（Seifert and Ford,1989）。 

    國際行銷學術領域中有兩種不同的國際行銷觀念：全球化（標準化）

及本土化（適應化）國際行銷策略。Douglas and Wind（1987）與Onkvisit 

and Shaw（1990）將完全標準化與完全適應化視為連續帶的兩端，大部分

國際行銷策略的選擇均是落在兩個極端之間的混合策略。企業是否應針對

各個國家不同的需求擬定國際行銷策略，學者對於國際行銷策略應採標準

化（standardization）或適應化（adaptation）有不同的主張。 

 

（一）標準化國際行銷策略 

    Buzzell（1968）和 Jain（1989）認為完全標準化國際行銷策略是以

相同的價格，藉由相同的通路系統，以相同的推廣方案，在不同的國家提

供相同的產品。文獻中標準化國際行銷策略大都是行銷組合方案，其中產

品標準化與推廣標準化（主要為廣告）的研究較多，而價格標準化與通路

標準化則相對較少（Sorenson and Wiechman,1975；Hill and Still,1984；

Quelch and Hoff,1986；Muller,1990）。 

 

（二）適應化國際行銷策略 

    適應化國際行銷策略是在不同的國家，採用完全不同的行銷組合

（Jain,1989）。從事國際行銷時重視國外消費者偏好的差異，會採取適應 



化國際行銷策略，許多研究支持適應化國際行銷策略對績效有正面的影響

（Jaworski and Kohli,1993）。 

 

    完全標準化或完全適應化的國際行銷策略皆有其缺失存在，國際行銷

人員應考慮真正的問題是哪一項行銷策略是可以標準化/適應化，何時需

要標準化/適應化，標準化/適應化的程度為何，並在標準化與適應化之間

取得平衡點。 

 

二、標準化或適應化的爭論與原因探究 

 

（一）標準化或適應化的爭論 

    有關標準化或適應化的爭論，最早出現在國際行銷計畫上的制訂上，

而學者對於這個主題的研究大多偏向概念性的討論，早期集中在廣告功能

的討論（Roostsl,1963；Fatt,1964）。Bartels及Buzzell是最早檢定國

際行銷活動標準化的學者，Bartels（1968）認為行銷原則應是每個地方

都一樣，而各地主要的差異肇因於市場環境特徵，所以對最不受環境因素

影響的產品來說，標準化是可行方法之一。Buzzell（1968）則直接指出

標準化行銷的利益及障礙，並且提出哪些行銷組合要素應標準化、標準化

的程度、及何時應標準化等相關問題。但除了這兩個極端之外，尚有其他

策略可選擇，包括各國各自以獨特的廣告來提供全球一致的標準產品，或

在一個特定主題下，以標準化的品牌或形象，提供符合特定國家需要的產

品（Cateora,1990）。這些問題成為這個主題後續概念發展的關鍵。 

    根據 Jain（1989）、Sorenson及 Wiechmann（1975）的研究，他們認

為行銷標準化可分為兩大主流：行銷計畫及行銷流程。行銷計畫乃有關行

銷組合的各個部分；行銷流程則是在實施及發展行銷計畫時所需的工具

（Jain,1989；Sorenson & Wiechmann,1975；Walters,1986）。而根據



Cateora（1990）的觀點，亦隱含標準化的討論應以行銷組合為主題

（Kustin,1994）。 

 

1. 標準化策略的主張 

    Bartels是最早檢定國際行銷活動全球標準化的學者，Bartels

（1986）認為行銷原則在全球各地都是一樣，而各地主要的差異，乃

是肇因於市場環境的特徵，所以對於不受環境因素影響的商品來說，

標準化是可行的方法之一。 

    主張全球標準化的學者認為世界市場的同質化，以及節省成本的

優點，是企業採用全球標準化的原因；科技促使全球市場產生同質化

的現象，而成本效率則使企業在全球競爭中取得優勢。 

    Levitt（1983）是強烈主張標準化的學者之一，他認為傳播和運

輸科技的進步、旅遊機會的增加，使得全球顧客趨於一致，而以具競

爭力的價格提供高品質的產品，是全球企業的成功之道，其中標準化

便是企業達成低成本優勢的重要方法。 

    Ohmae（1985）與 Terpstrra（1987）所提出的看法與 Levitt相

同，Ohmae更建議跨國企業將不同的市場視為一樣的。全球趨勢正在

蔓延，消費品非耐久財，除了品牌與廣告以外的部分，廠商所做的調

整比例似乎很小（Bddewyn, Soehl & Picard,1986）。 

    Kustin（1994）歸納學者對行銷全球標準化理論的解釋理由，包

括：（1）可獲取較高的利潤；（2）實質成本較低；（3）全球資源的取

得；（4）消費行為的一致性；（5）政治、法律及環境同理心；（6）全

球公司的走向；（7）計畫及流程標準化的彈性；（8）規模經濟或範疇

經濟；（9）全球公司的哲學。 

 

 



2. 適應化策略的主張 

    主張行銷計畫應採適應化策略的學者（Buzzell,1968；Hill & 

Still,1984；Wind,1986），均以國家間存在著經濟與市場發展階段；

政治與法律系統、顧客價值與生活型態等差異為立論基礎；這些研究

都指出，由於市場間的差異，行銷計畫應屬於適應性的課題。 

    Fisher（1984）指出，世界各地的人們在受到較佳的教育，以及

變得更富有後，他們的品味也愈來愈多樣化了。Wind（1986）與Douglas

（19897）對全標準化提出嚴厲的批評，他們認為以世界性品牌在全

球各地推出相同的產品特性、行銷及廣告策略，是非常不恰當的。 

    在國際商業競爭如此激烈的情勢下，跨國企業必須對各種區隔的

顧客特質給予不同的對待（Simmonds,1985）。不同國家的消費者，對

各種產品屬性的重視程度亦有所差別，因此廣告訊息的傳播，對不同

國家消費者產生的影響也是大不相同的（Green & Conningham,1975）。 

    Akaah（1991）指出世界並不是一個單一同質的市場，一國的內

部以及國家與國家之間，消費者的偏好與品味本來就存在著世界性的

變異。為了維持全球的競爭力，跨國企業在產品方面就必須依顧客來

做改變（Bryne,1992）。Bartels（1968）、Soehl & Picard（1986）、

Walters（1986）亦指出，文化和法律環境的不同、產品使用情境的

差異、競爭情勢的差異，都是標準化的障礙。 

 

3. 權變策略的主張 

    晚近的研究指出，國際行銷計畫採完全的標準化或是完全的適應

化，都有它的問題存在，應以權變的觀點來看待這個問題。在這個觀

點下，標準化或適應化是一個連續帶的兩端（Jain,1989；Quelch & 

Hoff,1986；Walters,1986），而標準化或適應化的程度，應視內外部

的情況而定（Akaah,1991；Buzzell,1968；Jain,1989；Wind,1986）。



根據 Jain的研究指出，行銷計畫標準化的程度，乃由目標市場、市

場定位、產品特質、環境與組織因素所共同決定的。 

    學者也認為，跨國企業在選擇標準化或適應化策略時，應視企業

（國際化經驗、出口目的、單一市場與多市場的國際化）、產品與產

業（產業的科技導向、產品的獨特性、消費品與耐久財、產品的文化

特定性）、海外市場特徵（海外市場的競爭程度、法規相似性、顧客

相似性）來決定（Cavusgil、Zou & Naidu,1993）。Kustin（1994）

的研究也證實，跨國企業在不同的市場中，可進行產品的修正以獲取

成功，研究並指出，跨國企業應認知到特定區域文化上的差異，以及

國家的變異性，對全球經營的重要性。 

    經歷了多年的爭論，學者在國際行銷計畫的制定上，已經有權變

策略的共識，標準化策略雖可收規模經濟之利，但國家間的差異已使

得這些效益不復存在（Kogut,1989）。在八○年代晚期的跨國企業經

營理論中，出現了所謂整合與回應的架構共識（Integrated 

Responsiveness Framework）（Ghoshal,1987；Brtlett,1985），意指

企業在進行國際化的過程中，必須培養兩種相對的競爭優勢，除了追

求全球整合以獲取規模效率外，也必須回應地區性的不同需求，以達

到差異化的目的，因此也產生了不同的策略型態。 

    

 

 

 

 

 

 



第四節      品牌聯想 

一、品牌聯想的意義 

    Park, Jaworski & MacInnis（1986）認為品牌概念（brand concept）

乃是企業在進入市場前，基於要滿足消費者的需求，而賦予品牌意義，所

賦予的意義會影響到消費者對於品牌的聯想與品牌定位的知覺；而所謂的

品牌聯想指的是消費者已經形成有關品牌的知覺組合（set of 

perception）。這些品牌的知覺組合是由消費者心中自行創造出來的，例

如，提到Apple電腦就會令人聯想到具親切使用者介面的電腦品牌。另外，

Krishnan（1996）亦指出消費者對品牌的聯想內容將會是品牌強度的指

標。因此，對原品牌的正向聯想將會使品牌強度增強，而有利於延伸效應

的產生。過去文獻中，學者對於品牌聯想的定義如下： 

    Aaker（1991）認為品牌聯想是任何與品牌記憶相連結的事物，是人

們對品牌的想法、感受及期望等一連串的集合，可反映出品牌的人格或產

品的認知；其中包含了三個組成要素：產品屬性（product attribute）、

消費者利益（consumer benefit）、品牌的人格特質（brand personality）。 

    Beil（1992）則認為品牌聯想是由三種附屬的聯想形象所構成：生產

者的形象、使用者的形象、產品或服務本身的形象。生產者形象的建立是

一種累積的過程，通常是來自於過去的產品或服務績效以及公司的專業性

形象等所累積而成的；而使用者形象的建立則是來自於消費者認為什麼樣

的使用者會使用該產品；產品或服務本身形象的建立是由產品的屬性，以

及消費者所描述的一連串由品牌名稱所產生的屬性而來。 

    Keller（1993）將品牌聯想定義為，消費者從記憶中對某品牌所有資

訊的聯想，反映出對該品牌的認知，而這些品牌的認知是透過人們記憶中

的品牌結點（brand node）與資訊結點（information node）互相連結而

成，其中包括了屬性、利益、使用者、包裝、價格等，任何能結合至品牌



記憶中的所有聯想。 

    Krishnan（1996）則認為品牌聯想所形成的網路結點可以是代表一個

品牌（例如：IBM）、一項產品（例如：電視機）或一種屬性（例如：非耐

久財），並且連結任何兩個結點就可成為消費者心目中的品牌聯想。 

 

二、品牌聯想的重要性 

    Allison & Uhl（1964）進行了一項品牌確認（brand identification）

的研究，在其研究的實驗過程中，將受測者的眼睛遮起來，嘗試讓其分辨

出不同形式和品牌的啤酒，以測試品牌認同效果對啤酒反應及評價的影

響，結果發現受測者對於不同品牌啤酒間的口味差異無法分辨出來。由結

果我們可瞭解到品牌知覺及周圍所產生的相關資訊確實會影響到消費者

在購買產品時，所做出的評估並作為選擇的依據。尤其是應影響到消費者

對品牌特徵及屬性的看法。 

    因此，可知品牌聯想確實會影響消費者對於產品實體特徵的看法，因

為消費者會藉由對於品牌聯想去區別出品牌之間屬性上的差異，並且會形

成購買決策的參考，所以在推出新產品時，需要特別注意品牌形象的塑造。 

 

三、品牌聯想的類型 

    Park, Jaworski & MacInnis（1986）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為基礎，

將消費者對於品牌所產生的品牌聯想分為以下三類：1.功能性

（functional）－強調能協助消費者解決現有問題及預防潛在問題，所產

生的消費性需求，例如，吹風機、香皂等；2.象徵性（symbolic）－強調

能滿足消費者對期望之群體、角色或自我形象產生聯想的內部心理需求，

以達到自我形象的提升、角色定位、自我認同等目的，例如，香水、高級

服飾之類的產品；3.經驗性（experiential）－強調滿足消費者內在追求

多樣化及刺激的需求，以提供消費者感官上的愉悅以及認知上的刺激為



主，例如，旅遊、電影等。 

    Park, Lawson & Milberg（1989）亦將品牌聯想分為三類：功能性

（functional）、象徵性（symbolic）、以及與功能性相近的特殊用途性

（usage situation-based）。並且在其研究中指出不同品牌聯想的產品，

其形象形成的方向是不一樣的，功能性及特殊用途性的品牌聯想形成方向

是由下到上；而象徵性的品牌聯想形成方向是由上到下。 

    另外，Aaker（1991）是將品牌聯想分為產品屬性、無形屬性、顧客

利益、相對價格、產品用途、使用者、名人\代言人、生活型態\人格、產

品種類、競爭者、國家\地理區域等十一種。 

    Beil（1992）則認為可將 Park等的三種形象來源，每種再劃分為兩

種聯想類型：一是有實質感受的「硬的屬性」（hard attribute），即是對

於產品實體的功能性屬性的認知，如速度、高價位、容易操作等；另一種

為「軟的屬性」（soft attribute），即是能滿足消費者心理層面的訴求，

如歡樂、興奮、創新、信任等。因此，若要建立起品牌的形象，以便與其

他品牌有所區隔的話，可以考慮增加不同於其他品牌的屬性。 

     Keller（1993）利用聯想的內容將品牌聯想分為屬性、利益、態度

三大類。其中屬性又分為與產品無關和與產品有關的聯想，而與產品無關

的屬性包括：價格、包裝、使用者及使用情境；利益聯想則包括功能性、

經驗性和象徵性三種利益。 

    而王德剛（1997）指出由於某些產品具有混合的品牌聯想，並不容易

區分為功能性、象徵性、經驗性三種，因而將象徵性與經驗性的品牌聯想

類型合併為非功能性（non-functional）的品牌聯想形象。 

    施淑琳（1998）和 Kim, Lavack & Smith（2001）則是將產品的原品

牌 聯 想 分 為 ： 功 能 導 向 （ function-oriented） 與 聲 譽 導 向

（prestige-oriented）兩種。其對於功能導向的看法強調的是品牌可靠、

耐久的觀點，容易讓人聯想到產品的績效，大致與以往學者對於功能性品



牌的看法一致；至於聲譽導向則是容易讓人聯想到代表奢侈、地位的品牌

形象，即是使用者認為產品品牌的聯想有助於提升其聲望與地位。 

 

四、品牌聯想的衡量 

    Aaker（1991）將品牌聯想的衡量方式分為間接法與直接法，間接法

包括自由聯想、圖形解釋、將品牌視為人物、將品牌視為動物或雜誌、深

入了解使用經驗、分析決策過程、描述品牌使用者、了解品牌間的差異、

了解價值觀對購買選擇的影響；直接法則為多元尺度法。 

    Keller（1993）認為品牌聯想的衡量方式有自由聯想、投射技術及深

度訪問；品牌聯想偏好程度及強度則可以用評等尺度來衡量。品牌聯想獨

特性的衡量可直接詢問受訪者他們認為某個品牌的特色有哪些？或是比

較競爭品牌間的特徵。 

 

 

 

 

 

 

 

 

 

 

 

 

 



第五節      研究架構 

    由前面的研究動機、目的與文獻探討可知，品牌聯想、副品牌的定位、

路徑理由會影響消費者的態度，因此本研究想了解這些變數是如何影響精

品消費者的態度。 

 

 

 
 
 
 
 
 
 
 
 
 
 
 
 
 
 
 
 
 
 
 
 

 

圖 2-5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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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假設 

    本節研究假設分成三個部分，說明如下： 

 

一、品牌聯想在不同的副品牌定位下對消費者產品態度之影響 

 

由文獻可知，品牌聯想以及副品牌定位的不同皆會對消費者之產品態

度產生影響。因此本研究想知道當不同的品牌聯想之品牌所推出之副品牌

定位為全球化或本土化時，消費者的態度又會有怎樣的差異。由一般消費

者分析看來，當品牌聯想為功能傾向時，消費者對本土化的副品牌定位之

態度會比較高，因為如果功能是比較適合本國人使用的話，消費者的接受

程度會比較高；當品牌聯想為非功能傾向時，消費者對國際化的副品牌定

位之態度會比較高，因為就非功能傾向的品牌來講，消費者注重的是形象

等事物，而消費者會覺得國際的產品形象比較好，因此，消費者會比較傾

向購買國際化的品牌。 

 

假設 1：品牌聯想以及副品牌定位的組合不同會對消費者態度（包含副品

牌的評價、副品牌的喜好、主品牌後來的評價、主品牌後來的喜

好、主品牌的評價改變、主品牌的喜好改變）產生不同的影響。 

 

  假設1a：消費者對『副品牌的態度』－當品牌聯想是功能傾向時，消費

者態度對於搭配上本土化的副品牌定位會高於搭配上國際化

的副品牌定位；當品牌聯想是非功能傾向時，消費者態度對於

搭配上國際化的副品牌定位會高於搭配上本土化的副品牌定

位。 

 



假設1b：消費者對『主品牌後來的態度』－當品牌聯想是功能傾向時，

消費者態度對於搭配上本土化的副品牌定位會高於搭配上國

際化的副品牌定位；當品牌聯想是非功能傾向時，消費者態度

對於搭配上國際化的副品牌定位會高於搭配上本土化的副品

牌定位。 

 

假設1c：消費者對『主品牌的態度改變』－當品牌聯想是功能傾向時，

消費者態度對於搭配上本土化的副品牌定位會高於搭配上國

際化的副品牌定位；當品牌聯想是非功能傾向時，消費者態度

對於搭配上國際化的副品牌定位會高於搭配上本土化的副品

牌定位。 

 

二、品牌聯想在不同路徑理由下對消費者產品態度之影響 

 

一般公司在推出副品牌的時候，會想辦法讓消費者對主品牌的態度不

會產生負面的影響，而給消費者的解釋理由有兩種路徑，一種是周圍路

徑，另一種是中央路徑，而就手錶市場而言，一般消費者的產品知識及產

品涉入程度都差不多，所以本研究直接探討當廠商直接給消費者中央路徑

的理由或是不給理由（周圍路徑），和品牌聯想不同的關聯，本研究假設

其中會有交叉效果，通常當品牌聯想為功能傾向時，消費者會比較接受中

央路徑的理由，因為中央路徑會提供產品的直接資訊給消費者，讓消費者

去理解副品牌與正品牌之間的異同；當品牌聯想為非功能傾向時，消費者

會透過自己的一些心中想法或是周圍的資訊來合理解釋此副品牌的推出。 

 

假設 2：品牌聯想以及路徑理由的組合不同會對消費者態度（包含副品牌

的評價、副品牌的喜好、主品牌後來的評價、主品牌後來的喜好、



主品牌的評價改變、主品牌的喜好改變）產生不同的影響。 

 

  假設2a：消費者對『副品牌的態度』－當品牌聯想是功能傾向時，消費

者態度對於搭配上中央路徑的路徑理由會高於搭配上周圍路

徑的路徑理由；當品牌聯想是非功能傾向時，消費者態度對於

搭配上周圍路徑的路徑理由會高於搭配上中央路徑的路徑理

由。 

 

假設2b：消費者對『主品牌後來的態度』－當品牌聯想是功能傾向時，

消費者態度對於搭配上中央路徑的路徑理由會高於搭配上周

圍路徑的路徑理由；當品牌聯想是非功能傾向時，消費者態度

對於搭配上周圍路徑的路徑理由會高於搭配上中央路徑的路

徑理由。 

 

假設2c：消費者對『主品牌的態度改變』－當品牌聯想是功能傾向時，

消費者態度對於搭配上中央路徑的路徑理由會高於搭配上周

圍路徑的路徑理由；當品牌聯想是非功能傾向時，消費者態度

對於搭配上周圍路徑的路徑理由會高於搭配上中央路徑的路

徑理由。 

 

三、副品牌定位在不同的路徑理由下對消費者產品態度之影響 

 

    通常台灣消費者對國際化的品牌都會比較有信心，所以當副品牌定位

為全球化時，消費者會自我解釋來合理化它，不須由廠商提供任何中央路

徑的理由；而當廠商推出的副品牌是走本土化路線時，消費者有時候會覺

得跟原本的國際化主品牌的落差太大，而造成對主品牌態度的下降，所以



廠商應提供中央路徑的理由給消費者，使其能釋然，而不會對主品牌產生

負面的影響。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 3：副品牌定位以及路徑理由的組合不同會對消費者態度（包含副品

牌的評價、副品牌的喜好、主品牌後來的評價、主品牌後來的喜

好、主品牌的評價改變、主品牌的喜好改變）產生不同的影響。 

 

假設3a：消費者對『副品牌的態度』－當副品牌定位是全球化時，消費

者態度對於搭配上周圍路徑的路徑理由會高於搭配上中央路

徑的路徑理由；當副品牌定位是本土化時，消費者態度對於搭

配上中央路徑的路徑理由會高於搭配上周圍路徑的路徑理由。 

 

  假設3b：消費者對『主品牌後來的態度』－當副品牌定位是全球化時，

消費者態度對於搭配上周圍路徑的路徑理由會高於搭配上中

央路徑的路徑理由；當副品牌定位是本土化時，消費者態度對

於搭配上中央路徑的路徑理由會高於搭配上周圍路徑的路徑

理由。 

  假設3c：消費者對『主品牌的態度改變』－當副品牌定位是全球化時，

消費者態度對於搭配上周圍路徑的路徑理由會高於搭配上中

央路徑的路徑理由；當副品牌定位是本土化時，消費者態度對

於搭配上中央路徑的路徑理由會高於搭配上周圍路徑的路徑

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