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實驗設計 

一.預試 

本研究預試的主要目的為瞭解消費者是否能有效的區分不同品牌的

品牌形象，如之前文獻探討所述，品牌形象可區分為功能性、符號性和經

驗性（Park，Jaworski 和 MacInnis，1986），但因為經驗性的品牌形象需

要消費者親身體驗後才可感受，而功能性和符號性的形象可以藉由其他行

銷管道傳遞給消費者，對於部分未搭乘過該航空公司，或未去過該飯店的

消費者來說，較容易依靠外部資訊而做出區別，因此在品牌形象方面只選

用功能性和符號性。 

預試的對象選擇政治大學的學生，針對 4家國際航空公司和 6家位於

台北市的國際飯店，共發出 48 份問卷，回收 40 份，有效問卷 34 份，請

受測者針對品牌形象此項目，利用李克特量表進行評量。 

 

（一） 衡量方式 

1. 航空公司： 

問卷題目設計主要根據葉為國（1990）針對航空公司屬性所做的

分類，從中挑選出功能性和符號性的屬性，共列出 10 道題目，請受測

者對 4 家列出的國際航空公司的品牌形象做出衡量。衡量的尺度是用

李克特（Likert）量表，分數由 1〜7代表非常差到非常好。 

（1） 功能性屬性的敘述： 

強調飛航安全                        

強調班機起飛之準時性                



強調班機時刻選擇之便利性            

標榜訂位購票簡便                    

標榜飛行航線的普及性                

（2） 符號性屬性的敘述： 

最能代表其所屬之國家        

特意標榜價格                        

強調會員的尊榮和優惠                

強調提供完善的套裝旅遊行程          

標榜多樣化的機上餐點               

 

2. 飯店： 

問卷題目設計是根據許惠美（2000）研究中提出國際觀光飯店企

業形象的構面，挑選出符號性的屬性，共列出 6 道題目，分數越高者

代表符號性，而分數越低者表示偏向功能性，請受測者對 6 家列出的

國際飯店的品牌形象做出衡量，而此 6 家飯店又區分為由台灣本土企

業經營或由國際連鎖集團經營兩種。衡量的尺度是用李克特（Likert）

量表，分數由 1〜7代表非常差到非常好。 

（1） 符號性屬性的敘述 

社交名流偏好度高                   

提供顧客尊貴的感受                  

設備新穎高級、服務完善             

館內餐廳多元化且餐點標榜精緻        

至該飯店消費可彰顯社會地位          

外觀裝潢高級具獨特風格              

 

 



（二） 統計方法 

1. 國際航空公司： 

將題目中功能性和符號性的問題分開加總平均，然後再利用成對

樣本 T 檢定，確認該航空公司的兩種品牌形象分數上是否有顯著的差

異，結果如下表： 

表 3-1  航空公司品牌形象平均數表 

航空公司 功能性屬性分數 符號性屬性分數 

中華航空公司 3.8118 4.3588 

長榮航空公司 4.7059 4.2118 

新加坡航空公司 4.7882 5.0294 

西北航空公司 4.4882 4.0294 

 

表 3-2  航空公司品牌形象成對樣本 T檢定表 

航空公司 T 值 P 值 

中華航空公司 -4.136 0.000** 

長榮航空公司 3.685 0.001** 

新加坡航空公司 1.814 0.079 

西北航空公司 4.236 0.000** 

註：＊＊表示 P<0.01，＊表示 P<0.05 

 

由以上兩表可發現，預試中所列出的 4家國際航空公司，消費者都可

明顯區別其形象：華航為符號性，長榮為功能性，新航為符號性，西

北為功能性。而在本研究接下來的實驗中，為使來源國形象較容易衡

量，因此將挑選同一國籍的華航和長榮作為實驗對象。 

 



2. 國際飯店 

將問卷中的 6 道題目加總平均，在由台灣企業經營的飯店此分類

中，用成對樣本 T 檢定來檢驗兩者是否有顯著差異；另一組也用相同

的方式檢驗，結果如下： 

 

表 3-3  飯店品牌形象平均數及成對樣本 T檢定表 

飯店名稱 平均分數 T 值 P 值 

圓山—兄弟 1.2206 7.173 0.000** 

圓山—老爺 0.4608 2.337 0.026* 

老爺—兄弟 0.7598 4.953 0.000** 

凱悅—來來喜來登 1.2549 5.974 0.000** 

凱悅—亞都麗致 0.9755 5.379 0.000** 

來來喜來登—亞都麗致 -0.2794 -1.661 0.016* 

註：＊＊表示 P<0.01，＊表示 P<0.05 

 

根據上表的結果，本研究挑選平均分數差異最大的組合，所以結果為

圓山大飯店和凱悅大飯店為符號性的代表，而兄弟大飯店和來來喜來

登大飯店為功能性的代表。 

 

（三） 實驗設計 

本實驗操弄三項變數：航空公司品牌形象、飯店品牌形象和飯店品牌

來源國，因此本實驗共有 2（功能性/符號性）＊2（功能性/符號性）＊（國

際品牌/台灣品牌）＝8個實驗組，各實驗組如下表所示： 

 

 



 

表 3-4  實驗設計分組 

實驗組別 航空公司品牌形象 飯店品牌形象 飯店品牌來源國 

1 功能性（長榮） 功能性（來來喜來登） 國際品牌（來來喜來登）

2 功能性（長榮） 功能性（兄弟） 台灣品牌（兄弟） 

3 功能性（長榮） 符號性（凱悅） 國際品牌（凱悅） 

4 功能性（長榮） 符號性（圓山） 台灣品牌（圓山） 

5 符號性（華航） 功能性（來來喜來登） 國際品牌（來來喜來登）

6 符號性（華航） 功能性（兄弟） 台灣品牌（兄弟） 

7 符號性（華航） 符號性（凱悅） 國際品牌（凱悅） 

8 符號性（華航） 符號性（圓山） 台灣品牌（圓山） 

 

 

第二節 變數的定義與衡量 

本節將對實驗中的各項變數給予明確的操作性定義，並詳細說明各變

數的衡量方式： 

 

一. 自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s） 

（一）來源國形象 

來源國形象是指消費者對特定國家產品的形象（picture）、名聲

（reputation）和刻板印象（stereotype），但隨著商業經營的複雜化，

越來越多的企業在國外製造產品，所謂的產品來源國就更難加以確認，因

此近年來有學者（Israel D. Eugene d. & Shlomo，1997）將來源國形象

區分為四種：地主國（home country）、品牌來源國（origin country）、

製造國（made-in country）和產品設計國（designed-in country），在



本研究中採用品牌來源國作為操弄變數。 

在飯店業者方面，本實驗將來源國區分為台灣和國際品牌兩種，分別

為台灣品牌：圓山和兄弟；國際品牌：凱悅和來來喜來登，而在航空公司

方面，則是只有台灣一種。來源國形象在正式問卷中以文字敘述的方式作

操弄。其操弄敘述如下： 

 

表 3-5  品牌來源國操弄敘述 

飯店來源國 操弄敘述 

國際品牌 在長途飛行中，您是否對食之無味的飛機餐感到厭倦

呢？您是否對一成不變的飛機餐感到反胃呢？ 

長榮航空公司/中華航空公司即將和國際知名的凱悅大

飯店/來來喜來登大飯店攜手合作，在機上推出一系列的

精緻餐點，呈現與眾不同的美食料理，提供您多樣的選

擇與多變的口味，讓用餐成為您整體旅行享樂過程中值

得珍藏回憶的一段經驗與享受。 

台灣品牌 在長途飛行中，您是否對食之無味的飛機餐感到厭倦

呢？您是否對一成不變的飛機餐感到反胃呢？ 

長榮航空公司/中華航空公司即將和台灣知名的圓山大

飯店/兄弟大飯店攜手合作，在機上推出一系列的精緻餐

點，呈現與眾不同的美食料理，提供您多樣的選擇與多

變的口味，讓用餐成為您整體旅行享樂過程中值得珍藏

回憶的一段經驗與享受。 

 

（二）品牌形象組合 

本研究選用功能性和符號性分別作為航空公司和飯店品牌形象的構



面，並在實驗中作不同的組合，以測驗品牌形象一致與否對消費者態度的

影響，所做的操弄如下： 

 

表 3-6  品牌形象組合操弄 

品牌形象組合 

（航空公司—飯店） 

操弄敘述 

功能性—功能性 在長途飛行中，您是否對食之無味的飛機餐感到厭

倦呢？您是否對一成不變的飛機餐感到反胃呢？長

榮航空公司即將和兄弟大飯店/來來喜來登大飯店

攜手合作，在機上推出一系列的精緻餐點，呈現與

眾不同的美食料理，提供您多樣的選擇與多變的口

味，讓用餐成為您整體旅行享樂過程中值得珍藏回

憶的一段經驗與享受。 

功能性—符號性 在長途飛行中，您是否對食之無味的飛機餐感到厭

倦呢？您是否對一成不變的飛機餐感到反胃呢？長

榮航空公司即將和圓山大飯店/凱悅大飯店攜手合

作，在機上推出一系列的精緻餐點，呈現與眾不同

的美食料理，提供您多樣的選擇與多變的口味，讓

用餐成為您整體旅行享樂過程中值得珍藏回憶的一

段經驗與享受。 

符號性—功能性 在長途飛行中，您是否對食之無味的飛機餐感到厭

倦呢？您是否對一成不變的飛機餐感到反胃呢？中

華航空公司即將和兄弟大飯店/來來喜來登大飯店

攜手作，在機上推出一系列的精緻餐點，呈現與眾

不同的美食料理，提供您多樣的選擇與多變的口



味，讓用餐成為您整體旅行享樂過程中值得珍藏回

憶的一段經驗與享受。 

符號性—符號性 在長途飛行中，您是否對食之無味的飛機餐感到厭

倦呢？您是否對一成不變的飛機餐感到反胃呢？中

華航空公司即將和圓山大飯店/凱悅大飯店攜手

作，在機上推出一系列的精緻餐點，呈現與眾不同

的美食料理，提供您多樣的選擇與多變的口味，讓

用餐成為您整體旅行享樂過程中值得珍藏回憶的一

段經驗與享受。 

 

二. 依變數（Dependent variables）--消費者態度 

（一）購買意願（Purchase intention） 

所謂購買意願是指個人基於本身的信念、感覺等態度而產生的一種行

為傾向。該部分共有 4 道題目衡量（或許不會買/或許會買；很可能不會

買/很可能會買；一定不會買/一定會買；非常確定不會買/非常確定會

買），採用七點的李克特量表，分數則由 1〜7，分數越高表示受測者的購

買意願越高。 

 

（二）喜好程度（Liking） 

喜好程度是指個人針對某項事物而引發內心情感上的反應，也就是對

某事物愛恨喜好等個人的主觀感受。在正式問卷中又將喜好程度分為兩部

分，一為受測者對航空公司和飯店的合作喜好程度，該部分有 3道題目（非

常不好/非常好；非常不喜歡/非常喜歡；非常不吸引人/非常吸引人），另

一部份為受測者對航空公司的喜好程度，有 3道題目（非常不好/非常好；

非常不喜歡/非常喜歡；非常不吸引人/非常吸引人）。以上兩部分皆用七



點的李克特量表，分數由 1〜7，分數越高代表受測者的喜好程度越高。 

 

（三）品牌信任（Brand Trust） 

所謂品牌信任是指一般消費者對該品牌是否能達到其所宣稱功能所

願意相信的程度，此種信任感可降低消費者的不確定性（Chaudhuri & 

Holbrook，2001）。該部分共有 4 道題目（我很信賴這品牌；這是一個可

靠的品牌；這是一個穩健的品牌；這品牌值得我信任），衡量尺度為七點

的李克特量表，分數由 1〜7，分數越高表示受測者的品牌信任程度越高。 

 

（四） 品牌愛好（Brand Affect）  

品牌愛好是指在消費者使用過該品牌後，此品牌所能引發消費者正面

情感反應的程度（Chaudhuri & Holbrook，2001）。此部分共有 3 道題目

（感覺很好；感覺很快樂；感覺很滿足），衡量尺度是用七點的李克特量

表，分數由 1〜7，分數越高表示受測者的品牌愛好程度越高。 

 

三. 共變數 

（一）產品涉入（Product Involvement） 

產品涉入是指消費者對一產品所投入與重視的程度（Cohen，1983），

涉入較高的消費者會比較主動去蒐集產品相關資訊，而涉入較低的消費者

可能就比較不願意花時間在瞭解相關資訊上。本研究從 Zaichkowsky

（1986）的個人涉入量表（Personal Involvement Inventory）中選用 8

道題目，衡量尺度為七點的語意差異量表，分數由 1〜7，分數越低表示消

費者的產品涉入程度越高。 

 

 



（二）產品知識（Product Knowledge） 

產品知識是由產品知曉、產品專用詞語、產品屬性、特定產品的態度

與價格知識等構面所組成（Engal et al.，1995），而消費者的產品知識

又可分為主觀知識和客觀知識，本研究將用主觀知識作為衡量標的，所謂

主觀知識是指個人對產品知曉或瞭解程度多寡的知覺。本研究採用葉桂鳳

（1999）的作法，列出 4道題目衡量消費者的主觀知識，衡量尺度為七點

的李克特量表，分數由 1〜7，分數越高表示消費者的主觀產品知識越多。 

 

 

第三節 問卷設計與抽樣方法 

一. 問卷設計 

本研究的問卷共分為一項說明和七個部分的題目，其順序與所包含的

提數如下表所示： 

  

表 3-7  問卷設計 

問卷部分 衡量變數 題數 

第一部份 喜好程度 3 

第二部份 品牌信任 4 

第三部分 品牌愛好 3 

第四部份 產品涉入 8 

第五部分 產品知識 5 

說明 成分品牌化的說明  

第六部分 購買意願 4 

第七部分 喜好程度 3 



第八部分 合作喜好 3 

第九部份 品牌信任 4 

第十部份 品牌愛好 3 

第十一部份 航空公司形象 10 

第十二部分 飯店形象 6 

第十三部分 操弄檢查題 2 

第十四部分 個人基本資料 4 

 

二. 抽樣方法 

本研究基於時間和金錢考量，採用便利抽樣方式，另外由於近年來國

人出國旅遊的年齡逐漸下降，表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對航空公司或是飯店

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再加上年輕人接觸廣告等行銷溝通工具的機會和頻率

皆較高，對航空公司及飯店的訊息接收也較多，因此本研究以大專院校的

學生作為受測者，並選定政治大學、台灣大學、崑山科技大學和中山大學

的大學生為受測樣本。 

本實驗共發出 376 份問卷，回收 324 份，有效問卷為 256 份，詳細樣

本及回收狀況列於下表： 

 

表 3-8  問卷回收狀況表 

學校名稱 發出份數 回收份數 有效份數 

政治大學 95 87 78 

台灣大學 98 85 77 

崑山科技大學 108 95 70 

中山大學 75 57 31 

 



第四節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 SPSS10.0 版作為分析工具，分析過程中使用的統計方法包

括：信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效度分析（Validity Analysis）

和多變量變異數分析（MANOVA）。 

一. 信度分析 

信度是衡量測驗結果的一致性或穩定性，本研究採用 Cronbach’s α

係數，作為衡量問卷之信度分析工具，根據 Cuieford（1965）所提出

Cronbach’s α係數取捨標準，α值高於 0.7 為高信度，低於 0.35 為低

信度。本研究之問卷各部分衡量指標，經計算後之 Cronbach’s α值均達

0.9 以上，顯示本問卷的各部分問題存在良好的信度，詳細數值列於下表： 

 

表 3-9  問卷各部分信度值 

問卷部分 衡量變數 信度（Cronbach’s α）

第一部份 實驗前喜好程度 0.9142 

第二部分 實驗前品牌信任程度 0.9662 

第三部分 實驗前品牌愛好程度 0.9500 

第四部分 產品知識 0.9162 

第五部分 產品涉入 0.9241 

第六部分 實驗後購買意願 0.9028 

第七部分 實驗後喜好程度 0.9131 

第八部分 實驗後合作喜好 0.9307 

第九部份 實驗後品牌信任程度 0.9587 

第十部份 實驗後品牌愛好程度 0.9424 

 

 



二. 效度分析 

效度在測驗衡量問題確實能測出其所欲測量的功能或是特質的程

度。效度越高，即表示衡量的結果越能顯現出測量對象的真正特徵。本研

究利用相關中的 Pearson 係數和因素分析作效度測驗，分析結果顯現本問

卷中的問題相關係數皆顯著，而因素分析皆萃取出一個主成分，表示本問

卷中的問題均達到效度。 

 

三. 多變量變異數分析（MANOVA） 

透過多變量變異數分析衡量自變數之間，在消費者態度上是否有交叉

效果。根據研究假設，本研究的自變數、依變數和共變數如下： 

自變數：1. 航空公司品牌形象＊飯店品牌形象 

        2. 航空公司品牌形象＊飯店品牌來源國 

        3. 航空公司品牌形象＊飯店品牌形象＊飯店品牌來源國 

依變數：1. 購買意願 

        2. 合作喜好 

        3. 喜好差距 

        4. 品牌信任差距 

        5. 品牌愛好差距 

共變數：1. 產品知識 

        2. 產品涉入 

        3. 每月零用金 

        4. 過去一年搭機次數 

        5. 過去搭機總次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