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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假說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是探討高科技廠商在推行新產品上市時，其品牌、

產品以及產業特性與整合性行銷溝通策略之關係，例如在何種的品牌特性

下，公司會選擇何種整合性行銷溝通策略，如當公司的品牌強度強的時

候，其整合行銷溝通的清晰程度、一致性程度將如何等。本章接下來將依

上一章節的研究架構加以敘述，從新產品上市之產品、品牌以及產業的各

個構念分析後，再探討在各種特性因素層面下其對於整合性行銷溝通策略

之影響。 

第一節 品牌與產品特性 

新產品上市的時候，我們在品牌選擇的過程中，可以選擇推出一個新

品牌( New Brand )或是進行品牌延伸( Brand Extension)。相較於推出新

品牌，原有品牌的延伸除了能節省公司資源外，對於新產品成功上市的機

會將更大。如 Tauber (1981)即認為品牌延伸之好處在於企業可以進一步

的利用品牌資產，藉著品牌在顧客心目中的形象幫助企業能夠順利進入新

市場，亦可節省企業在建立新品牌之時間與花費。因此以品牌延伸推出新

產品時，當在進行新產品的整合性行銷溝通策略前，必須考量到溝通策略

是否能與母品牌的品牌特性相符合，以期求得最大的延伸效益。而本研究

將把此部分分為品牌概念、品牌強度以及產品定位三個部分來加以探討。 

一、 品牌概念 

要成功的塑造一個品牌的定位，藉由溝通策略將可以塑造其在消費者

心目中的形象，而品牌概念即是品牌定位的一部分，因此對於何種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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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我們將應選定最適合的訊息策略以增加品牌建立的成功。Aaker 

(1996)也認為要建立一品牌首先須有一品牌識別，接下來即是跨組織、跨

媒體以及跨市場的協調，且其認為在跨媒體這部分即需考量各種不同溝通

工具間的協調以及一致性的問題。而 Park、Jaworski和Maclnnis (1986)

認為品牌概念即是一個以消費者需求為基礎，由公司選定的品牌意義。其

依照消費者的需求將品牌概念區分為功能性概念( Functional Concept )、

象徵性概念( Symbolic Concept )以及經驗性概念( Experiential Concept )

三類。Aaker (1996)也針對品牌所提供給顧客的價值，將品牌分為功能性

利益、情感性利益與自我表現利益等三類，其與品牌概念的區分方法相類

似。正如前面所提，品牌概念選定後尚須與溝通策略協調配合，才能使溝

通策略發揮最大功效而加強品牌的強度。Aaker (1990)即在實證後發現，

如果新產品與母品牌間的配適度( Fit )不足將可能造成品牌延伸之失敗。因

此當品牌概念為功能性概念時，其強調的即是滿足消費者的功能性需求，

該品牌希望帶給人們較注重實體利益的形象，則此時的訊息策略將應該把

重心放於產品的特質或功能性利益上面，相較於注重母品牌與延伸產品間

關係的關係式訊息策略而言，以產品為主的推敲式訊息策略將較為適合。

而在屬性以及非屬性的訊息策略上，亦是以較注重產品屬性的屬性訴求訊

息策略為佳。而象徵性的品牌概念主要是為了滿足自我強化

( Sefl-Enhancement )、角色定位( Role Position )、群體關係( Group 

Membership )以及自我認同( Ego-Identification )等內在的需求( Park, 

Jaworski & Maclnnis, 1986)。因此該種品牌概念希望藉由品牌所提供的特

色，令使用該品牌的人能感同身受，並進而對其所渴望的群體、角色或自

我形象產生關聯性。由於該種品牌概念與功能性的品牌概念大為不同，其

並不注重於產品的實體特質或者實體功能，反而注重於提供如角色定位、

自我認同或者群體關係等無形的利益，所以當品牌概念為象徵性概念時，

訊息策略將以著重與母品牌關係的關係式訊息策略為佳，藉由母品牌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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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來滿足其這些無形的渴望，另一方面，亦是以強調產品無形利益的非屬

性訴求為主。 

二、 品牌強度 

過去研究中顯示，較強的品牌其在進行品牌延伸時所產生的槓桿效果

將比弱勢品牌所提供的效果好( Aaker, 1990; Aaker & Keller, 1990)。

Feldwick (1996)認為品牌強度為品牌權益( Brand Equity)中的一部分，且

品牌強度是衡量顧客接觸與使用某品牌之強弱程度，其又將品牌強度稱為

品牌忠誠度( Brand Loyalty )，其定義與與行銷科學學會( Marketing 

Science Institute, 1988)所述品牌強度即是消費者對於該品牌的傾向相類

似。因此當品牌強度強的時候，消費者較容易想到該品牌，且會將其與好

品質建立聯想，則運用該品牌的新產品將能得到較大的助益。而在進行整

合性行銷溝通的時候，溝通的整合程度、溝通訊息的特性以及溝通模式都

將受到其影響。在溝通的整合程度方面，品牌強度強的品牌，相較於品牌

強度低的品牌在進行品牌延伸時將會有比較大的助益，且品牌強度強對於

品牌知覺以及品牌權益皆是正面的影響，因此品牌強度對於公司而言是非

常重要的。Smith和 Park (1992)亦認為當品牌強度增加時，品牌延伸產品

的市場佔有( Market Share)以及廣告效率皆會跟著增強。由此可見，溝通

傳達亦會隨著品牌強度的增強而增強。正如前面所提，有效的溝通策略能

增加品牌塑造的成功機會，而成功的品牌塑造將會造就較強的品牌強度。

由此可知，溝通策略與品牌強度是彼此影響的，有效的溝通策略與強效的

品牌強度是正面的循環，可以彼此增益對方。在這樣的結果下，本研究推

論當品牌強度越強時，為了維持其強效的品牌強度，在溝通的整合程度上

將會增加，藉由整合程度增加所產生的綜效以及有效的溝通進而再加強品

牌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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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品牌強度較強的產品其溝通訊息相較於強度弱的品牌會較

容易吸引消費者注意，且因其廣告效果較為有效下( Smith & Park, 1992)

因此在訊息的可見度上，自然會因品牌強度強而使得可見度增加，即使在

使用可見度較低的溝通管道時，品牌強將會比品牌弱的產品有較高的可見

度。而正如前面所提到，有效的溝通將可增益品牌強度，為了避免訊息不

一致造成溝通無法達到其功效，其將會增加訊息的一致性，以避免因訊息

不一致漸漸的降低了其品牌強度。在訊息的清晰程度上也是一樣，將會提

高訊息的清晰程度以增加溝通成功的機率，進而增強品牌強度，也因此在

品牌強度越強時，為避免侵蝕掉品牌的強度，將會增強訊息的清晰程度。 

在訊息策略的部分，關係式或推敲式的訊息策略主要在強調母品牌與

延伸產品間的關聯，因此會受到母品牌的品牌強度的影響。當品牌強度越

強時，延伸產品掛上該品牌時，人們自然會產生聯想，因此延伸產品不需

將溝通重點放在其與母品牌的關係上，而可以將溝通焦點放於延伸產品本

身的特點上，所以當品牌越強的時候，將會傾向於使用推敲式的溝通策略。 

三、 產品定位 

Domzal和 Unger (1987)認為產品定位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品牌的成

功，且不同的產品定位對其在打造品牌或者進入不同的市場會造成正面或

負面的影響。而任何產品皆須在產品定位的連續帶上選擇，選擇要高科技

( High-Tech )定位或者要高質感( High-Touch)定位，如果無偏向任何一

端，使其定位不明的時候則須重新定位。因此對於新產品上市的時候，產

品如果有一個清楚的定位，將可使消費者容易的了解我們所提供的利益，

將有利於上市的績效。他們亦提到當產品為高科技定位時，則傾向使用資

訊式( Informative )的廣告，而高質感定位則傾向使用勸說式( Persuasive )

的廣告。因此當產品定位為高質感的時候，其強調的為產品形象，此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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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模式將非屬性訴求的訊息策略較佳；反之，產品定位為高科技定位

時，其強調的是產品本身的功能以及特點，在選擇溝通模式時則應以強調

產品實體功能或利益的屬性訴求的訊息策略為佳。 

第二節 高科技產業之因素 

由於高科技產業擁有競爭強度強、市場變動性高以及技術變動性高等

特點( Kohli & Jaworski, 1993; Moriarty & Kosnik, 1989 )，因此其對於訊

息傳遞至訊息接收者的過程中有著影響性，也因此將會影響到訊息的特

性。如在整合性行銷溝通過程中，Schultz (1993)認為行銷溝通應將重點

放在消費者身上，則由於高科技產業市場變動性高，消費者的需求經常變

動，將可能造成為了因應消費者需求而改變訊息內容，這將導致訊息變動

性也會增大，結果將使得訊息一致性與清晰度降低，因此產業特性確實對

於溝通執行上有很大的影響。而為了簡化模型以及分析的複雜性，本研究

將以產業變動性來代替高科技產業的三個構念，當產業變動性越高時，表

示其面對著較高的競爭強度、市場變動性或是技術變動性，因此當產業變

動性越高也表示其越傾向於高科技產業。而在考慮產業變動性對於訊息可

見度以及溝通執行之影響，當產業變動越高時，其將面臨較高的不確定

性，如市場變動、技術變動或者有著較高的競爭強度，此時訊息為了隨時

因應環境的變動，將會因為不確定性變高而降低訊息一致性。而在訊息的

清晰程度也是一樣，隨著環境變動性增加，公司在訊息的設計上為了隨時

因應環境，將無法再每個訊息制定上都投注太多心力與時間，這也將使得

快速因應的訊息無法經過良好的規劃與設計，最後訊息將無法清楚的把訴

求與意涵傳達給接收者，導致訊息的清晰度降低。但也由於環境變動性越

大且面臨了較強的競爭，為了讓訊息能順利的被接收者所接收，將會使用

曝光度較高或較為正式的溝通工具來進行溝通，這將會增加訊息的可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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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 

第三節 新產品上市之整合性行銷溝通策略 

    整合性行銷溝通策略與一般的溝通策略所不同在於綜效的觀念，而整

合協調良好的溝通策略將對產品績效以及品牌建立有正面的影響，因此其

佔公司在新產品上市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而當我們在進行行銷溝通之

前，首先要考慮到三個構面。首先，考量用何種方式的訊息策略來傳遞產

品與品牌所欲傳達的訊息。其次，則是需考量到關於溝通執行的部分，最

後則是考量該選擇哪些溝通工具來進行溝通。因此本研究在整合性行銷溝

通的部分，將其分為訊息策略、溝通可見度以及溝通執行這三部分來加以

討論，其中訊息策略包含了兩個面向的訊息策略，而溝通執行則包括有訊

息一致性、訊息清晰度以及溝通的整合程度。 

一、 訊息策略 

根據 Bridges、Keller和 Sood (2000)的研究，當在進行品牌延伸的時

候，不同的訊息策略對其延伸的成功有很大的影響。而其將品牌延伸時所

使用的訊息策略分為關係式與推敲式兩種。當母品牌的品牌聯想以非屬性

為基礎( Non-Attribute-Based )，但母品牌卻與延伸品牌間存在以屬性為基

礎( Attribute-Based )的關係時，採用關係式( Relational )的訊息策略較為

有效；反之，當母品牌的品牌聯想為屬性基礎，但與延伸品牌卻存在著非

屬性基礎的關係時，延伸品牌宜採用推敲式( Elaborational )的訊息策略。

因此當品牌特性不同的時候，其在選定延伸品牌的溝通模式則也不盡相

同。因此當我們在進行品牌延伸時，需考慮到母品牌本身的品牌特色，並

選擇適合其之訊息策略來進行溝通，這即是 Aaker (1990)所提到關於配適

度的問題，唯有彼此相配合時才能使延伸產品獲得母品牌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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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以延伸品牌的角度來看整個訊息策略，另一個角度則是以溝通

所強調的主軸來看整個溝通過程。Kotler (1997)認為產品屬性是消費者對

產品的需求因素，且產品所帶給顧客的利益乃是以有形的產品屬性來傳

送，分為產品品質、產品特性以及產品設計。而Lievens和Highhouse (2003)

也將屬性分為工具型( Instrumental )以及象徵型( Symbolic )兩種。本研究

亦依照此種方法將訊息策略分為強調產品屬性及產品功能的屬性訴求

( Attribute-Oriented )或非強調產品屬性而以產品無形特色為主的非屬性

訴求( Non-Attribute-Oriented )兩種訊息策略。由於屬性訴求與非屬性訴求

主依在其對產品所強調的主軸來選擇，因此除了與母品牌配適度的問題外

( Bridges, Keller & Sood, 2000)，亦會受到產品本身定位之影響。 

二、 溝通執行 

1. 溝通之整合程度 

關於溝通之整合程度，這裡所提的包含有溝通工具的整合以及訊息的

整合程度。在美國廣告代理商協會( 4A’s )對整合行銷溝通的定義中也提

到，將所有溝通工具進行天衣無縫的整合，將可帶來最大的溝通效益。

Duncan (1993)也提到整合性行銷溝通必須以跨功能部門的溝通協調代替

單一部門的企劃監督，必須增加部門間的協調程度與協調頻率，以維持訊

息的一致性且提高溝通的整合程度。且由於不同的溝通工具彼此具有互補

性，因此能策略性的運用所有溝通工具，將有助於訊息的傳遞，這對於新

產品上市的績效也具很大的影響性。而 Schultz (1997) 以及 Patrison和

Wang (1996)也均在其整合行銷溝通模型中提到了溝通工具的協調整合，

該協調整合屬於戰術執行上非常重要的因素，主導著整個溝通過程是否能

成功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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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進行整合行銷溝通時，溝通過程的整合程度越高的時候，則不

同溝通工具間能彼此相互配合，並且傳達著相同的訊息，使得綜效產生並

且增加了訊息的一致性。且由於溝通工具間彼此的配合，降低了傳達出不

同訊息的可能，所得接收者越能清楚的了解到所要傳達的訊息，這時候也

增加了訊息的清晰度。 

2. 訊息一致性程度 

訊息一致性是指企業所發佈之訊息內容，與其先前所發布或者是在不

同市場所發佈的皆為一致的( Heil & Robertson, 1991)。因此訊息一致性程

度即在不同的時間或地點其所散發訊息的相似程度。當訊息越一致時，從

企業的角度來看，因為所有的溝通工具皆傳遞著相同的訊息，使得綜效產

生而其傳達的效率越高。而另一方面，當訊息越一致，可以減少接收者的

解讀錯誤，並增加接收者對訊息的信任度。因此，訊息的一致性程度將會

影響到整個行銷溝通活動最後的效果。Duncan (1993)亦將訊息的一致列

為其整合行銷溝通四層次模型中的第二層次，其認為訊息一致是整合行銷

溝通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也主導著溝通的成功與否。但如果站在競爭的角

度上，則訊息越一致時將越容易受到競爭對手的解讀並增加其回應速度。

因為訊息內容相似或相關的程度，會影響到廠商充分判斷新訊息的程度

( Jevis, 1970)，因此在訊息一致性上則須在競爭角度以及接收者的角度上

取一個平衡點。 

3. 訊息清晰程度 

一個不模糊且可以清楚知道其緣由的訊息，稱之為清晰的訊息( Jervis, 

1970；Shannon & Weaver, 1949)。Heil和 Robertson (1991)也提到一個

清晰的競爭者訊息，可使回應者以最快速度以及最小錯誤來解讀，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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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vis (1970)所提到的訊息內容相似或相關的程度會影響到廠商能否充分

判斷此訊息。此即表示隨著訊息的清晰程度越高，將可減少隱藏的其他意

涵，並降低解讀錯誤的可能。 

三、 溝通可見度 

所謂溝通可見度即是指整個行銷溝通活動的過程中，訊息內容被公開

傳播的程度( Smith & Grimm, 1991)。當該訊息被傳播的程度越廣，其訊

息的可見度將越高。因此當目標顧客的族群越廣時，則需要運用越多的溝

通工具以期達到較大的溝通可見度。但另一方面，當溝通的可見度越高

時，其訊息越容易被競爭對手所察覺，而提早做出因應策略。所以當我們

在決定溝通可見度的時候，將必須在這兩個面向作一個抉擇。 

    在探討過每個研究構念後，本研究依照上述對於各個構念之推論以及

研究之架構，將假說依照品牌概念、品牌強度、產品定位、產業變動性以

及溝通整合程度五個部分分為假說 1至 5，其中共包含有十七點的假說。

後面將針對這十七點假說進行驗證之工作。 

假說 1(A)：品牌概念為功能性概念，則傾向於推敲式的訊息策略。 

假說 1(B)：品牌概念為功能性概念，則傾向於屬性訴求的訊息策略。 

假說 1(C)：品牌概念為象徵性概念，則傾向於關係式的訊息策略。 

假說 1(D)：品牌概念為象徵性概念，則傾向於非屬性訴求的訊息策略。 

假說 2(A)：品牌強度越強，溝通的可見度越高。 

假說 2(B)：品牌強度越強，訊息的一致性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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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說 2(C)：品牌強度越強，訊息的清晰程度越高。 

假說 2(D)：品牌強度越強，溝通的整合程度將越高。 

假說 2(E)：品牌強度越強，則傾向於使用推敲式的訊息策略。 

假說 3(A)：當產品為高科技定位時，傾向於屬性訴求的訊息策略。 

假說 3(B)：當產品為高質感定位時，傾向於非屬性訴求的訊息策略。 

假說 4(A)：產業變動性越高時，訊息的一致性較低。 

假說 4(B)：當產業變動性越高時，訊息清晰程度較低。 

假說 4(C)：當產業變動性越高時，溝通的可見度將提高。 

假說 4(D)：當產業變動性越高時，訊息的整合程度將降低。 

假說 5(A)：當溝通的整合程度越高時，訊息的一致性將越高。 

假說 5(B)：當溝通的整合程度越高時，訊息的清晰度將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