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過時性 
 
一、影響產品過時之原因 

 

Bayus (1988) 將更替購買定義為「在產品損壞之前就加以更換」，並整理出

會影響消費者替代的決定因素，包括：風格、特性以及技術面的優勢、價格以及

促銷活動、家庭狀態的改變、改善的財務狀況。研究中進一步將更替情境分為「強

迫性情境」（forced situations）以及「非強迫性情境」（unforced situations）兩

種。當產品損壞無法使用時，消費者就置於所謂的「強迫性情境」之下，必須被

迫去購買產品。反之，所謂的「非強迫性情境」是當消費者因為自身偏好的改變

或是住所的移動而必須進行新產品的購置的狀況。 

1. Jacoby et al. (1977) 發現消費者在舊有產品仍運作良好時，仍想要取得新產品

的原因，可歸類為三大類，包括決策者的心理因素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cision maker) 、產品本身之因素 (factors intrinsic to the 

product) 、以及產品本身之外的情境因素 (situational factors extrinsic to the 

product)。「決策者的心理因素」包括決策者的人格、態度、情感、知覺、學

習能力、創造力、智力發展、社會階級、同輩壓力、……等。「產品本身之

因素」包括產品狀況、年齡、大小、風格、價值、顏色、產品電能來源、技

術創新程度、可採用性高低、可靠性、耐久性、初始購買成本、以及修復支

出……等。「產品本身之外的情境因素」則包括財務狀況、儲存空間大小、

需要之緊急性高低、潮流的改變、取得時的情境狀況，如買禮物給朋友、供

給與需求狀況、法律面的腦考量，如以減稅為目的之購買。Barry (1991) 發

現產品的早期更替者 ( early replacer ) 較傾向因為產品性能的改變、對於較

大型產品的渴望、以及促銷等原因，替換舊有產品，而晚期更替者 (late 

replacer) 替換的原因主要是以產品本身的性能為考量。 

 

Okada (2001) 設計了一套消費者進行更替決定時的心理架構。他假設消費者

在進行更替決定的時候，會面臨兩種主要的成本：購買新產品的成本以及，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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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將之換掉的心理成本。他認為消費者在擁有產品的期間，在消費者的心中會產

生該產品的「心理帳面價值」(mental book value)，且會將產品的購買價格加以折

舊。如今要將心中尚存的產品帳面價值直接抹去，其抹起的價值就是消費者重購

的心理成本，而此項成本會影響消費者難做作出重購的決定，甚至有負面的影

響。換句話說，一個運作良好的產品對於消費者要做出替換的決定，會產生一定

的障礙。 

 

Creusen (1998) 的研究中歸類出耐久財可以提供的四種價值上，分為別實用

功能( practical function )、人體工學功能( ergonomic function )、快樂面功能

( hedonic function ) 、以及象徵性功能( symbolic function )。透過這樣的歸類，使

得我們可以進一步了解產品特性以及消費者購買動機之間的關係。Engel et al. 

(1995) 提出時間、情境的改變、產品的取得、產品的消費狀況、個人間的差異、

或是行銷手法等等都可用來刺激消費者潛在之需求。Nicole et. (2005)將影響消費

者進行替代決策的因素分為(1) 產品特性因素(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2) 情境

影響或外在影響(situational influences or external influences )、以及(3) 消費者特性

( consumer characteristics ) 三者。 

 
 
 
二、過時性之分類 

 

計畫性過時( planned obsolescence )這個名詞最早是由美國工業設計師Brooks 

Stevens於1954年在明尼蘇達州的一場會議中所提出的。自此之後，「計畫性過

時」( planned obsolescence ) 就開始受到許多研究者的注意以及延伸(e.g. Bulow, 

1982, 1986; Fishman,Gandal, and Shy, 1993; Waldman1993; Lee and Lee, 1998)。

Fishman,Gandal, and Shy (1993)將「計畫性過時」定義為「產品被設計成擁有不

具經濟性地短期使用年限，以強迫消費者重複購買」。在Bulow (1986) 則是將「計

畫性過時」定義為「生產使用年限短的不具經濟效益的產品，致使消費者重複購

買」。 

 

Packard (1960) 提出了三種影響產品過時的種類－「產品功能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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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olescence of function )、「產品品質過時」(obsolescence of quality)與「產品渴

求度過時」(obsolescence of desirability)。他解釋到，所謂的「產品功能過時」指

的是「當新上市的產品在功能上表現較現有產品優異時，使得現有產品過時之情

況」。第二種為「產品品質過時」，指的是「原有產品在某一段時間內產生故障、

損壞的狀況，而被淘汰的情況」，而通常淘汰原有產品到購買下一個新的產品之

間的間隔時間，不會太久。第三種是「產品渴求度過時」，指的是「原有產品實

際的功能或是性能，仍維持良好，只是在消費者的心中已經”變舊”了，因為有其

他更新穎或是其他的改變，使得原有的產品較不消費者所渴求」。「產品渴求度

過時」也可被視為「心理過時」的一種。 

 

OECD (1982 ) 的報告中提出產品製造者與消費者之間，對於產品生命長度

的影響種類不同。產品製造者從產品技術面決定產品的壽命，而消費者則同時決

定產品維修與保養、以及替換的時間。在這個報告中指出，消費者對於產品壽命

持久的需求，會受到產品的生命週期( life-cycle costs )、社會因素( social factors)、

以及心理因素(psychological factors)的影響。所謂的「生命週期成本」包括當初

購買該產品與服務的價格、維修的成本。「社會因素」包括和鄰居互相比較所購

買的耐久財的品質與性能。「心理因素」則像是受到產品外觀設計、促銷活動或

是較高折價等買賣手法的吸引，因此購買新的產品，淘汰舊的產品，而縮短了就

產品的產品壽命。在討論關於生產者面對於縮短產品壽命中，則將過時性分為「技

術面過時」(technological obsolescence)以及「心理面過時」(psychological 

obsolescence)。前者涉及產品本身經常性地進行些微的修正或調整；後者則是透

過對產品進行裝飾性或是外觀上的改變來進行。報告中也提到”廣告”的應用，對

於生產者鼓勵消費者汰舊換新的行為，特別的重要。 

 

Heiskanen (1996 )消費者過時產品的原因分「產品失靈」(failure)、「消費者

不滿意」(dissatisfaction)、以及「消費者需求之改變」(a change in consumer needs)

三種。「產品失靈」受到製造者技術面的因素，包括市場結構以及供給模式，以

及消費者行為模式的影響，包括消費者進行產品維修或是替換時，如何去計算其

折現的成本等。「消費者不滿意」則是屬於相對性的過時，當產品進行創新、產

品外觀與設計改變、流行週期快速變化、或是消費者生活型態轉變，都可能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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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對於原有產品的不滿，而產生想要購買新產品的欲望。這些原因導致消費

者對於舊產品的自主更換行為 (discretionary replacement)，因為消費者的購買新

產品的動機不再是理性地是與產品功能面相關的成本-效益考量。第三種「消費

者需求之改變」的過時，主要是有新的情境或是事件發生，像是人們搬家或是小

孩長大等等。 

 

在 Granberg (1997)的研究中，為了解消費者週期性地評估產品的過程，他發

現產品過時主要還是分為「絕對過時」(absolute obsolescence )以及「相對過時」

(relative obsolescence)兩種。他指出針對「絕對過時」，產品本身的耐久度，主

要決定於產品抵抗磨損、撕扯以及材料被侵蝕的能力，像是橡膠變乾或是破裂、

產品製造過程中的品質，像是生產中程序的一致性、以及其他與產品維護有關之

因素，像是修復的容易度、零件的可得性等。雖然是消費者決定是否要有效地維

修其產品，但是概括地來看，導致「絕對過時」的因素，主要都是製造商方面的

責任。相反的，「相對過時」主要是導因自將舊有產品與新產品兩者進行比較所

產生。根據這點，Granberg 又將「相對過時」分為「功能性過時」(functional)以

及「心理性過時」(psychological)兩種。當消費者在決定替換一項產品的決定，

是透過產品某些客觀條件的比較所形成的話，則屬於「功能性過時」。所謂的“產

品客觀條件”包括經濟上的折耗、產品技術的改變、或是不同的情境變化，如家

庭結構的轉變。「心理性過時」則是消費者對於產品的知覺改變，改變的原因可

能是受到過去學習經驗、時尚潮流、審美觀以及社會地位成就的影響。 

 

Kostecki (1998)提出許多的解釋，試圖去了解消費者耐久財使用平均年限呈

現下降趨勢的原因。他提出三種決定產品耐久性的因素(與過時性的定義剛好相

反)。「功能性耐久」(functional durability)指的是和其他的產品比較之下，該產

品效能之優劣；「經濟耐久性」(economic durability)指的是該產品與其他選擇比

較之下，其性能與成本之比率之高低。最後，「符號性耐久」(symbolic durability)

是該項產品滿足消費者自有形象方面抽象需求之能力。 

 

Cooper (2004)針對家庭用品作調查，希望可以了解消費者對於產品耐久性之

需求與行為，以提供行銷者以及政策制定者之參考。他不考慮「絕對過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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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將「相對過時」分為「技術性過時」(technological obsolescence)、「經濟性過

時」(economic obsolescence)、以及「心理性過時」(psychological obsolescence)。

「技術性過時」的定義是當舊有產品的品質劣於新產品或是新模式。「經濟性過

時」是當因為財務上的因素導致產品被認為不再值得保存。「心理性過時」是主

觀且抽象的，當我們不再受原有產品吸引時，就可能發生。在研究中也提到，這

三者在形式以及影響來源也有所差異。「技術性過時」則主要偏向以產品功能的

改變、產品品質以及產品的效能等形式呈現，而影響其形式呈現的原因包括新知

識引發新的創新、環境影響減少以及資源及溝通載量。「經濟性過時」的形式則

表現在財務上的支出、產品價值、折舊。其影響來源包括低性能/成本比例、產

品價值的下降、修復價格高於重新購買一項新產品、市場結構導致價格趨勢改

變。「心理性過時」表現的形式包括對消費者對於產品的渴望、產品本身因為外

觀、功能或是象徵性方面對於消費者產生吸引、或是消費者產生滿足感。導致這

些情況的來源則包括知覺需求之改變、時尚潮流的轉變、市場行銷手法之刺激、

以及對於社會地位的追求等。因此，相對過時可以說是 3M 的組合--心理(mind)、

金錢(money)、以及事件(matter)。 

 

由於 Cooper (2004)的研究中已經針對之前的文獻，如 OECD 的報告做過探

討後，才發展出三種過時的定義，因此相對於其他文獻內的定義更具完整性。是

以本次的研究中決定採用 Cooper 對於過時性的三種分類定義，進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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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促銷活動 

 
一、促銷活動的定義 

 

行銷溝通組合（marketing communication mix），又稱為促銷組合（promotion 

mix），包括四種主要要素：廣告（advertising）、公共報導（publicity）、人員

推銷（personal selling）與促銷推廣（sales promotion），各種活動間透過不同的

方式來創造銷售。如果能夠事前詳加計畫與協調，各個推廣的元素間就可以相互

彌補對方的不足，而達到極大化銷售的目的 (Govoni, Eng, and Galper, 1986, 

p.389)。實務上常將促銷組合（promotion mix）與促銷活動（sales promotion）混

為一談而視其為相同的，其實不然，促銷的定義也因為各個學者分析角度之不同

而有所差異。在羅致威 (2002)就根據其是否可以具體地舉出促銷活動內容，而

將過去促銷之定義種類分為兩種，一種是可以指促銷組合中無法將之歸屬在

廣告、宣傳報導與人員推銷的活動皆視為促銷活動，另一種則是可以明確

指出促銷活動的內容。 

 

Luick and Zeigler (1968)定義促銷活動為「所有用來促進並支援大眾促銷、人

員促銷的活動，且該活動可用來協調整體的行銷溝通組合使之更具效果。」這樣

的定義，是將促銷活動是促銷策略的一部分，重要性也低於廣告以及個人銷售。 

Aaker (1973)將促銷定義為「製造商以及零售商進行廣告以及個人行銷以外的其

他短期行銷活動」。美國行銷學會（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1988）則是

將促銷活動定義為「在有限時間下所有媒體和和非媒體行銷的力量，以刺激消費

者的試用率、提高需求、或是促進產品之品質。」Burnett (1993)定義促銷活動為

「在一定時間內用來增加產品基本價值的所以一切行銷活動，並直接地促進消費

者購買、銷售者效果、或是銷售人員之努力。」Kotler (2000)對促銷定義為「銷

售促進(sales promotion)包括各式各樣的誘因工具，且大部份皆屬於短期性質者，

其目的為刺激目標顧客或經銷商對特定的產品、服務，產生立即或熱烈的購買反

應。」Liao (2006) 認為促銷活動是一個短期的銷售移動者(short-term sales 

mover)，提供產品以外的誘因。她認為促銷活動是「透過通路，以推進產品、服

務、計畫、或是方案為目的的一切溝通性活動」。它主要是透過販售者的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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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可以說服消費者買者接受、建議、或是使用該項產品，包含除了廣告、個人

銷售以及公共關係之外的所有形式。 

促銷是以短時間為架構，採用較理性的表現手法，提供可見的、或是真實的、

有價值的的東西，目的是希望可以創造立即的銷售以及獲利。促銷也常常和其他

的市場行銷組合同時使用。例如，促銷，如折價券(coupon)、折現退錢(rebate)、

或是競賽(contest)，可能同時會與廣告一起使用；公共關係的管理可能同時需要

經營一場競賽(contest)來達成(Burnnet, 1996,p348)。相對於其他的行銷活動，促

銷活動具有時間彈性(time flexibility)以及廣泛的創造力(broad creativity)兩項特點

(Dommernuth 1989)： 

1. 時間彈性：大多數的促銷活動都以短期為主，所以促銷活動可以作為是公司

在銷售下跌或是面臨競爭者新產品上市等緊急情況下的措施。 

2. 廣泛的創造力：促銷活動可以透過許多的設計與想像，來刺激消費者的注意，

以消費者意想不到的方式來取悅顧客，才能創造最大的愉悅。 

表2-1 促銷與其他推廣組合之比較 

 廣告 促銷 公共關係 個人銷售 
時間架構 長期 短期 長期 短/長期 

主要表現手法 感性 理性 感性 理性 
主要目標 創造形象/品牌 創造銷售 創造商譽 創造銷售/ 

建立關係 
對獲利之貢獻 中等 高 低 高 

資料來源：整理自Burnett, John J, “Promotion management”, Boston, Mass. : 
Houghton Mifflin, c1993 

 
 
 
二、促銷活動可能提供之利益 
 

根據Keller (1993)的定義，消費者對於市場行銷組合的回應可以被定義為「消

費者對於市場行銷組合的刺激所產生的知覺、偏好、以及行為」，包括對於品牌

的選擇、對於折價卷促銷的反應、或是對於品牌延伸的評估等。在Keller之後，

Chandon, Wansink, Laurent (2000)則延伸其定義，將促銷活動所能提供的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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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定義為「消費者在促銷活動經驗中所知覺到的價值，該促銷經驗包括促銷活

動的曝光(如看到某項產品的促銷活動舉行)，以及促銷活動的參與(如使用折價券

或是購買正在促銷的產品)」。 

在Chandon, Wansink, Laurent (2000)中，將促銷活動所提供的價值分為六

種： 

1. 經濟利益(monetary savings)：透過降低促銷產品的單位價格、提供更多免費

的同樣商品、或是對之後以及同樣的商品進行折扣，使得消費者獲取經濟上

利得的知覺效果。從價格下降的幅度大小以及或是與其他參考價格的差異，

兩者都可以產生經濟利得的知覺且可以減少付費時的痛苦( Blattberg & 

Neslin1990)。 

2. 品質利益(quality)：增加所買產品之品質。藉由降低產品價格或是提供較小的

產品包裝，促銷活動可以減輕消費者的預算壓力，使得消費者能夠取得其他

更好的產品。與經濟利得效果類似，產品品質上的利得也使得貨幣的價值增

加，但是與經濟利得不同的是，它往往須要花上更多的錢( Holbrook 1994 )。

這也可以歸類於消費者追求「卓越」(excellence)價值的追求。對於折價券價

格差別理論 (price discrimination theory of coupon)，品質利益是很重要的元素

之一。(Blattberg and Wisniewski 1989; Narasimhan 1984) 

3. 方便性利益(convenience)：減少搜尋與決策成本。促銷活動可以藉由減少資

訊蒐集成本，來增進購買的效率。方法可能是藉由幫助消費者找到他們要的

產品或是藉由提醒消費者他們需要購買的產品。促銷活動也可以減少決策成

本。方法可以透過啟發消費者一個簡易的決策模式來決定所要購買產品的品

質或是方式，以及透過作為產品價格以及品質的訊號作用(Hoyer 1984; 

Raghubir 1998; Raghubir and Corfman 1999; Simonson, Carmon, and O’Curry 

1994)。 

4. 價值呈現(value expression)：自我概念以及個人價值觀的表現與增進。有些消

費者回應促銷的原因是因為為了滿足個人或是心理的價值觀，例如當一個敏

感的消費者(Mittal 1994)。因此，「價值呈現」之利益通常會伴隨著完成一項

任務後所產生的喜悅。有些消費者回應促銷活動是為了表現以及強化他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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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己是個”聰明消費者”或是為了獲得社會的認同與聯繫(Bagozzi, 

Baumgaritner, and Yi1992; Feick and Price 1987; Schindler 1992)。 

5. 探索性利益(exploration)：刺激與變化。因為促銷活動一直持續不斷地變動，

而且它可以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因此促銷活動可以滿足消費者內在對於外在

物探索、刺激與變化、以及資訊的需求(Kahn 1995; Baumgartner and Steenkamp 

1996)。 

6. 娛樂性利益(entertainment)：趣味與與審美價值。許多的促銷活動，包括賭金、

免費的禮品、趣味競賽等，本身在觀看或是參加時就深具趣味性。娛樂性利

益的產生通常伴隨著角色的扮演以及審美觀價值(Holbrook 1994)。這是以往

純粹因為購買一項促銷產品所產品的愉悅，是不一樣的。這經常被用來測試

具有交易傾向的消費者，因為其可以明顯在購買促銷商品之後獲得愉快的結

果，其通常是消費者對銷售促進的一種情感反應 ( e.g., Lichtenstein, 

Netemeyer, and Burton 1990 ) 

研究中，進一步將這六種利益更概略地分類為「實利利益」(utilitarian benefits)

以及「享樂利益」(hedonic benefits)兩種。「實利利益」主要是工具性的、功能

性的、認知的，它提供消費者達成工具性目的的方法。「享樂利益」則是非工具

性的、經驗式的、情感的。消費者必須自己去體會，無須考慮到實用面的目的。 

促銷活動的「經濟利益」、「品質利益」以及「方便性利益」三者可以歸類

到「實利利益」，因為他們幫助消費者增加購買時的效用，且加強了購買經驗的

效率。相反的，「探索性利益」和「娛樂利益」則可以歸類為「享樂利益」，因

為它們本質上和購買經驗的情感、愉悅以及自我價值有關。至於「價值觀表現」

則不同，因為它同時包含「實利利益」以及「享樂利益」兩個構面；一方面，購

買一項在促銷的產品可以提供購買者心靈上的滿足，認為自己是一個好的、節儉

的消費者，這是屬於內在的、娛樂面的價值；另一方面， 購買一項在促銷的產

品也可以增加消費者的自信以及提高社會地位或是群體的聯繫，如成為一個被大

家認可的聰明消費者或是市場專家，這是屬於外險的、效能面的價值。 

研究中也針對各類型促銷活動背後所提供的消費者價值做連結。相較於「非

貨幣型」(non-monetary)的促銷活動，「貨幣型」(monetary)促銷活動被知覺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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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較高的經濟利益、更多增進產品品質的機會、以及表現核心價值，但是提供

較少的娛樂性、以及較少的探索機會。同時，貨幣型的促銷活動在價值觀表現上

較獲得認同，也暗示消費者從「實利利益」獲得更多的自我的肯定。相反的，非

貨幣型的促銷活動則是提供較多的「享樂利益」，較少的「實利利益」。 

貨幣型促銷活動以及非貨幣型促銷活動提供不同的消費者價值，暗示著不同

促銷活動類型的有效與否，有時候會依其提供的價值與產品本身、消費者本身或

是當時購買情境不同而有所變化。Babin, Darden, and Griffin (1994)表示這兩種價

值可以應用到購買行為上，是因為這類的活動一方面可以提供消費者效能上的價

值，包括幫助消費者有效率地找到以及購買最後的產品，同時也可以提供娛樂的

價值，包括創造消遣以及提高自尊等。同樣的，促銷活動所提供的價值也可以被

歸類為「實利利益」，當這些促銷活動能夠幫助極大化購買效能、效率以及購買

的經濟性；促銷活動所提供的價值也可以被歸類為「享樂利益」，當它們可以提

供消費者內在層面的刺激、趣味性以及自尊。  

Chandon, Wansink, and Laurent (2000)的研究中發現，消費者在能衡量一項強調效

能面的產品時，如電池，會放較多的焦點在該產品的「實利利益」而非「享樂利

益」。此時，消費者相對上容易被偏貨幣型類的促銷活動所影響，因為相較於非

貨幣型的促銷活動，偏貨幣型類的促銷活動提供較高的「實利利益」。反之，結

果亦同。 

 

Shavitt (1990) 的研究發現，消費者對於諸如冷氣機實利性的產品的態度，

受到內容強調產品效能的廣告影響，高於內容強調產品娛樂的廣告；同樣的情況

在一項偏消遣性的產品，如咖啡，則剛好結果相反。同樣的，在Strahilevitz and 

Myers (1998)的研究中則發現，針對慈善所進行的募款活動(也可以算是非貨幣型

的促銷活動)，當活動中提供的產品比較偏向提供「享樂利益」而非「實利利益」

時，效果更好。 

 

在康華容 (2002)研究也證實，相對於實利利益(utilitarian benefit)，愈具有享

樂利益(hedonic benefit)傾向的消費者，愈容易產生喜歡享受購物活動所帶來的愉

悅氣氛、對於新品牌或新產品也比較有創新採用的態度、對於產品是呈現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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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不喜歡單一使用同一品牌或產品、對於任何產品的各種資訊都有一定程

度的了解，並且喜歡跟他人分享購物的資訊、此外，對於外在環境的刺激，如廣

告媒體的傳播或賣場人員的促銷，都比較容易產生衝動的購買行為，面對新產品

或新品牌時，喜歡動腦筋去思考產品的好壞，並從思考中獲得滿足。 

 
 
 
三、促銷活動之類型 
 

Shimp and Delozier (1986)根據促銷活動對象之不同，將促銷活動的種類分為

「對內促銷活動」(internal sales promotions)以及「對外促銷活動」(external sales 

promotions)兩者。「對內促銷活動」是要將製造商的產品推到批發商以及零售商，

又稱為「經銷商促銷」(trade promotions)，而「對外促銷活動」是藉由創造消費

者需求，經由銷售通路將產品拉出去，又稱為「消費者促銷」(consumer 

promotions)。「經銷商促銷」是所有行銷努力的第一步，只有當「經銷商促銷」

成功地將產品將一定數量的產品推銷到批發廠商以及經銷商的通路上面時，之後

的「消費者促銷」才有可能發揮效果。 

雖然促銷的主要目的是為了吸引消費者以鼓勵其購買，但是促銷活動也能間

接促進銷售人員的熱情與努力。在「經銷商促銷」的技巧上，主要包括下列幾種： 

1. 經銷商利誘(trade inducements)：目的是希望可以說服經銷商訂購以及儲存某

品牌下較大的產品存貨。包括(1)再購買津貼（buy back allowance）：在首次

促銷後，廠商所給的刺激再度購買的優惠。(2)購買優惠（buying allowance）：

廠商給零售商的購買優惠折扣，尤其是特定數量的商品。(3) 清貨折讓(count 

and recount allowance) 當經銷商將倉庫中某一數量的產品移轉到店面販售

時，廠商便提供一定金額，以鼓勵經銷商趕快清理積貨或快速周轉訂貨。(4)

免費商品(free goods)：經銷商、零售商在進貨數量達到一特定水準時，贈送

免費商品做為獎勵或報酬 (Dommernuth 1989)。 

2. 績效津貼(performance allowance)：目的是鼓勵經銷商更積極地透過廣告去推

銷、店內擺設或是個人推銷努力去推廣產品。包括廣告津貼（advert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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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wance）、陳列津貼（display allowance）以及合作性廣告(cooperative 

Advertising)，以彌補與鼓勵經銷商對於該產品所作的努力 (Dommernuth 

1989)。 

3. 表揚計畫（recognition programs）：公司透過非貨幣型的獎賞方式來刺激銷

售人員或是經銷商的表現。非貨幣型的獎賞方式包括在報紙上公開表揚個人

的 成就、褒揚與匾額、在年度會議上引薦等等。無論是什麼形式，最重要

還是要認知到「自尊」在工作滿意以及工作表現上的重要。(Govoni, Eng, and 

Galper, 1986, p472) 

4. 競賽（contests）：又可以依照對象的不同，分為銷售人員競賽(sales force 

contests)以及經銷商競賽（dealer contests）兩種。前者是為了提供銷售人員

的東機以及生產力；後者則是針對經銷商與通路商。兩者都是希望透過獎酬

來提高與強化銷售人員與通路商之承諾。獎籌的形式包括現金、假期、產品

或是表揚等。(Govoni, Eng, and Galper, 1986, p439) 

王淑惠、劉維寧、王秀媛(2005)將「消費者促銷」方式的種類整理出十項，

包括降價(price-off)、折價券(coupons)、加量不加價包裝(bonus packs)、贈品

(premium)、免費樣品試用(sampling)、聯合與交叉促銷、購買點陳列與展示、獎

金(sweepstakes)、會員卡、集點優待(frequency program)、折現退錢(refund and 

rebates)。 

 

Burnnet (1993, p377 )則是將促銷方式分為五類： 

1. 價格相關促銷(price deals)：透過幫消費者降低購買成本，以達到鼓勵消費者

試用新產品、吸引新顧客採用成熟產品、說服原有顧客持續購買、加速消費

者的使用、多重購買等目的。當價格是消費者的主要考量以及該品牌忠誠度

低時，效果最好。Price deals 的形式有四種： 

 折價(price discount)：廠商提供比原來商品售價更低的價格給消費者。 

 優惠包裝(price pack deal)：最常見的是「附送包裝」（bonus pack），

指某商品加量不加價以吸引消費者購買。莊麗卿 (1992)說明加量不加

價包裝是指產品容量或數目增多，但是仍維持原來的價格。當降價被過

度使用時，加量不加價包裝可以做為一種替代方式。加量不加價包裝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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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採減價包(reduced-price pack)，即以一個價格，可以買到比平常更多

份量的產品 (Kotler,2000)。 

 折現退錢(refund and rebates)：當消費者購買商品後，廠商則退回某一數

量的金額。 

 折價券(coupons)：「折價券」是製造商或經銷商對於某些特定產品提供

減價的法律證明文件，消費者可以在購買此特定產品時出示該券以獲得

折抵商品售價若干元的權利。Kotler (2000)認為折價券是提供持有此券

的消費者在購買特定產品時，享有折價券上所列示的折扣優待，主要是

針對價格敏感的消費者。而折價券在美國可說是極為普遍的促銷方式，

相較於美國情況，劉美琪 (1995)說明台灣使用折價券風氣便沒有那麼

普遍，推論這或許是消費者尚未建立使用折價券的習慣。國外研究顯示

折價券促銷與降價有截然不同的效果，通常折價券促銷所提高的購買量

會是降價促銷的數倍，劉美琪 (1995)認為兩者差異在於降價促銷是非

計劃性購買，折價券促銷券促銷則是計劃性購買。 

 

2. 競賽與摸彩(contests and sweepstakes)：「競賽」需要有參賽者，透過一些任

務的執行，決定誰是贏家。「摸彩」則是隨機的抽取，未必需要購買產品。

劉美琪 (1995)認為摸彩則是消費者購買商品之後，就可以參加摸彩活動，由

主辦單位提供獎品或現金，消費者不需展現任何技術或付任何額外的金額，

只需在活動中留下個人基本資料，再碰碰運氣就有希望把大獎帶回家了。 

 

3. 贈品(premium)：當消費者購買某一特定商品後，獲得廠商提供的「有形物

品」，都可以「贈品」稱之。贈品可能是免費的，可能是消費者以低於市價

取得、也可能是在一定價格下取得較多的產品量。贈品又分為兩種，一種為

「直接贈品」(direct premium)，消費者在購買產品的當下，馬上免費地可以

得到獎勵；另一種為「郵寄贈品」（mail premium），消費者必須採取某些

行動，再透過郵寄取得。莊麗卿 (1992)指出贈品的話是給予消費者以免費或

較低的價格獲得商品，作為其購買產品的回饋。Kotler (2000)認為贈品可以是

產品或服務，以極低的相對成本提供商品或免費，作為消費者購買特定產品

的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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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忠誠計畫(continuity programs)：為了維持與提高消費者忠誠度，廠商長期下

提供不間斷的誘因，消費者在得到真正的贈品之前，需要持續的收集某些東

西，例如兌換實物的商品優待券(trading stamps)、或是現在信用卡的紅利點

數。消費者每消費一定的金額就可以獲得點數的累積，累積到一定的點數之

後，就可以兌換產品。航空公司的「飛行常客俱樂部」(frequent-flyer club)以

及飯店的「旅程數集點」(frequent-traveler plan)等，都是忠誠計畫的例子。 

5. 免費樣品試用（sampling）：特別當產品新上市或者非市場領導品牌時，為

了提高消費者的試用意願，以小包裝的方式免費或是收取少額費用，讓消費

者試用。此種方法的好處是可以讓消費者最快獲得實際的產品經驗，加強消

費者對品牌名稱的象，進而促進消費者的購買。 

 

表2-2 消費者促銷技巧 
技巧 目的 呈現方式 
折價 
(price discount) 
 

刺激持續購買與試用購

買 
購買點呈設(point of 
purchase)、大眾媒體(mass 
media)、折價標籤(cents-off 
label)、優惠包裝(bonus 
pack) 

折現退錢

(refund and 
rebate) 

刺激試用購買、鼓勵多重

購買 
銷售人員、直郵(direct 
mail)、報紙、大眾媒體、

隨貨折現退錢(in-pack or 
on pack refund and rebate )

價格相關促

銷 (price 
deal) 

折價券

(coupon) 
刺激試用購買、提高購買

頻率、鼓勵多重購買、激

勵經銷商、鼓勵消費者換

購(trade-up) 

報紙、雜誌、隨貨折價券

(in-pack or on pack coupon)

競賽與摸彩(contest and 
sweepstake) 

鼓勵多重購買、促進品牌

形象、創造熱情 
銷售人員、大眾媒體、直

郵 
贈品(premium) 提高附加價值、鼓勵多重

購買、刺激試用購買 
自償贈品(self-liquidator)、
隨貨贈品(in-pack or on 
pack premium)、購買點呈

設、購買證明 
持續性活動(continuity 
programs) 

維持消費者忠誠 銷售人員、大眾媒體、直

郵 
免費樣品試用 刺激試用購買、鼓勵消費

者換購 
隨貨發樣(in-pack or on 
pack sampling)、直郵、雜

誌、購買點呈設 

資料來源：整理自Burnett, John J (1993), “Promotion management”, Boston, Mass. : 
Houghton Miff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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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ker (1973) 針對「消費者促銷」的類型，依照促銷活動提供給消費者的獎

勵是立即產生(immediate reward)或延遲產生(delayed reward)分為兩種。 

Prentice（1975）以促銷誘因與商品關連程度的分類方式，將促銷工具分成

兩類，一類為「消費者關係建立促銷」（consumer franchise building；CFB），

它主要強調產品本身價值的提昇，如試用品、折價券；另一類則為非消費者關係

建立促銷(Non-CFB)促銷，它強調與產品無關的誘因，如折扣、贈品、折現退錢、

競賽及摸彩。 

 

Beem and Shaffer（1981）則依促銷誘因的形成將促銷工具分成三大類，第

一類是提供與產品本身相同的誘因，如試用品、買大送小；第二類是提供與產品

價格有關的誘因，如折扣、降價或折價券；第三類則是不屬於前兩類的誘因，即

是提供與產品本身和產品價格無關的誘因，如競賽及摸彩。 

Shimp and Delozier (1986)除了依照促銷活動提供給消費者的利益是「立即產

生」或「延遲產生」做分類，更進一步依照製造商使用該促銷活動之目的的不同

加以區分為「試用效果」 (trial impact)、「經銷維持」 (franchise holding)、「印

象強化」 (image reinforcement)三種。 

表2-3 消費者導向之促銷工具分類 

 行銷者的主要目的 
消費者報酬(reward) 試用性之效果 

(trial impact) 

顧客的吸引與維持

(customer 
holding/loading) 

形象強化(image 
reinforcement) 

立即性(immediate) 免費樣品試用

(sampling) 

立即可用的折價券

(instant coupons ) 

陳列架折價券

(shelf-delivered 
coupons) 

降價(price-off) 

加量不加價(bonus 
packs) 

隨貨贈品

(in-,on-,and 
near-pack premium)

 

延緩性(delayed) 媒體與郵寄折價券

(media-and 
mail-delivered 

隨貨折價券

(in-and –on pack 
coupons) 

自償贈品

(self-liquidating 
prem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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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ons) 

免費郵寄贈品

(free-in-the-mail 
premium) 

掃描式折價券

(scanner-delivered 
coupons) 

折現退錢(refunds 
and rebates) 

電話卡促銷品

(phone cards) 

競賽與獎金

(contests and 
sweepstakes) 

資料來源：整理自Shimp and Delozier (1986), “Promotion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Chicago : Dryden Press 

 

當廠商舉辦促銷活動的目的是為了吸引消費者試用，則可以歸類到「試用效

果」這一類。若是消費者可以在該促銷活動舉辦當下就可以立即獲得試用，像是

「免費樣品試用」以及「立即可用的折價券」，則亦同時可歸類到「立即產生」。

反之，如果消費者無法在促銷活動舉辦當下就可以立即獲得試用，像是「媒體與

郵寄折價券」或是「免費郵寄贈品」，則具有延遲性的試用效果。 

同樣的，當促銷活動的目的是希望現有的顧客不要移轉到其他競爭的品牌，

以及獎賞現有的顧客、並鼓勵重複購買時，則此類的促銷活動就可以歸類為「經

銷維持」，包括「降價」、「隨貨贈品」、「加量不加價」等提供立即性效果的

做法以及「隨貨折價券」等提供延遲性效果之作法。第三類為「印象強化」。雖

然促銷活動本身不具有強化品牌印+象的效果，但是卻可以配其他的活動，如廣

告，來增強其品牌印象。因此，此類的促銷活動基本上並沒有辦法提供消費者任

何立即的利益或好處。 

Dommernuth (1989)將促銷活動依照其提供誘因不同，分為「經濟誘因」

(economic offers)以及「心理誘因」(psychi offers)兩種。「經濟誘因」主要是透過

貨幣上的吸引力來吸引消費者；「心理誘因」雖然也有提供類似經濟面上的吸引

力，像是讓消費者覺得有機會贏得獎賞，但是它通常不僅僅只是強調貨幣面的利

益而已。「經濟誘因」的促銷活動是理智的、數量化的、而且強調的是「減少」，

包括折價券、減價、整合促銷、減價、折現退錢等；而「心理誘因」的促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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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感性的、質化的、而且在經濟價值以外，強調的是「增加」的概念，包括溢價、

競賽、賭金。  

 

Mela,Gupta and Lehmann (1997)在研究促銷與廣告對消費者品牌選擇行為的

長期影響中，將促銷工具分為兩類，一為價格導向的促銷工具（如折扣、降價、

折價券、特賣會）；另一類為非價格導向的促銷工具（如贈品、商品陳列展示）。

在Chandon, Wansink, Laurent (2000)更試圖清楚地將促銷活動分類為貨幣型的促

銷活動(monetary promotions)以及非貨幣型的促銷活動(nonmonetary promotions)

兩種。貨幣型的促銷活動的類型包括短期減價(temporary price reductions)、折價

券(coupons)、折現（rebates）、多單位包裝（multiunit packs）；非貨幣型的促銷

活動的類型包括免費禮品(free gifts)、免費試用品(free samples)、以及獎金

(sweepstakes)。前者主要是行為上的目的(behavioral goal)，而後者則可能同時包

含了情感以及行為上的目的(affective and behavior goals)。 

 

表2-4 以貨幣與非貨幣促銷為構面之促銷工具的分類 
 

促銷類型 促銷工具 

貨幣型促銷 1.價格折扣(price cut) 
(monetary promotion)  2.免費贈品(free product) 

非貨幣促銷 1.贈獎(free gifts) 
(nonmonetary promotion) 2.抽獎(sweepstakes) 

資料來源：整理自Pierre, Brian, & Gilles (2000), ““A Benefit 
Congruency Framework of Sales Promotion Effectiveness,” 
Journal of Marketing,  Chicago: Oct 
2000.Vol.64, Iss. 4; pg. 65” 

 

Chandon, Wansink, Laurent (2000)研究中也提到，消費者的決策過程，可能

也會受到所作決策類型是減少所損失或是獲得利益而有所影響。舉例來說，消費

者花在避免損失產生的努力，可能大於他們極大化其利得的努力。這樣的狀況，

也就暗示著在不同的促銷型態下，即使提供同樣的價值，對於消費者而言，可能

會因為其提供價值的的方式是透過損失的減少或是利益的獲得，而有所不同。因

此，貨幣型的促銷活動的利益是以獲每單位的貨幣價格去計算，因為較容易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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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產品參考價格(reference price)上，其提供的價值，容易被消費者視為「損失的

減少」，而非貨幣型的促銷活動則剛好相反，其提供的利得是以單位而非貨幣，

因為較不容易整合到消費者所知覺的參考價格中，其其提供的價值，容易被消費

者視為「利得的增加」。由此可知，貨幣型的促銷活動與非貨幣型的促銷活動兩

者即使在提供相同的消費者價值基礎上，對於消費者的購買決策仍有不同的影

響。 

 22



第三節 產品品質 

 
一、品質之定義 

 

Juran (1974)提出品質可以定義為「合用性」(fitness for use)，而 Crosby (1979)

則認為品質應該定義為「符合要求」(conformance to requirement)以及第一次就將

工作做好（do it right the first time;DIRFT）。Olshavsky (1985)認為品質是對於產

品進行全面性評估的一種形式，在某些程度上與態度的概念相近。Holbrook and 

Corfman (1985) 同意這樣的說法，認為品質是一個相對的全球價值判斷。 

 

Garvin (1984)根據過去的研究，從人文、經濟、行銷以及經營管理的角度，

整理出五種定義何謂「產品品質」的方法： 

1. 卓越法則(the transcendent approach )：「品質」是絕對的、普遍被認同的、不

能妥協的、而且是偉大成就之象徵。但是，品質沒有辦法被精確地定義，消

費者只有透過經驗才能學著去認識。 

2. 產品基礎法則(the product-base approach)：和卓越法則相當不同的是，產品法

則認為「品質」是一個可以被精確地定義且衡量的變數，因此，產品間品質

的差異可以反映到成分或是屬性上的不同。這也暗示著產品間可能存在等級

體系，所謂的「高品質」來自於該項產品擁有越多消費者渴望擁有的產品屬

性。 

3. 使用者基礎法則(the user-based approach)：在這個方法下，假設消費者擁有不

同的需求或需要，在這樣的情況下，最能夠滿足這些需求或需要的產品就會

被消費者認為擁有高品質。 

4. 製造商基礎法則(the manufacturing-based approach)：相對於使用者法則考慮到

消費者個人的偏好與需求，製造商法則則是關心產品的供給面的問題，強調

一旦一項產品的設計或規格被建立，所以可能的差異都會造成產品品質的減

少。 

5. 價值基礎法則(the value-based approach)：「品質」決定於價格與成本，該產

品可以在可接受的成本下或是價格下來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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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tz (1986)則提出「情感的品質」(affective quality)以及「認知的品質」

(cognitive quality )的概念。「情感的品質」的概念類似於與上述提到的品質近似

態度的定義。「認知的品質」則是更上一層地影響低階線索(cues)與最終產品的

全面評量間的關係。Lutz 認為，產品屬性越具有搜尋品屬性(search attributes)的

傾向，即消費者可以在購買前就先針對產品加以評量，則該產品品質較偏向認知

上的判斷。相反地，若產品屬性較偏向經驗品屬性(experience attributes)，則該品

質的判斷需要較多情感上的推論。因此，對於服務以及非耐久財這類較偏向經驗

品屬性的產品，則可以歸類到「情感的品質」，對於工業品以及消費性耐久財則

應歸類到「認知的品質」。 

 
 
 
二、知覺品質 

 

Youth and Feigen (1975)認為消費者對於產品訊息的認知是具有階級性的，其

中最低階層是產品的屬性，最複雜的階層則是消費者對於產品價值的判斷。透過

這樣的價值鏈來描述一連串價值的傳遞，最後產生「心靈報酬」(emotional payoff)。 

 
 

圖2-1 Grey價值鏈 
 

產品 功能效益 實用效益 心靈報酬 

資料來源：整理自Young, S. and B. Feigin (1975), “Using the Benefit Chain 
for Improved Strategy Formulation,” Journal of Marketing, 
39(July), p72-74. 

 

 
 

 

 

 

在 Holbrook and Corfman (1985)將產品品質分為機械作用(mechanistic)的以

及人文作用(humanistic)兩種，前者與產品主觀的屬性或特性；後者則與消費者對

於產品主觀的反應，因此每個消費者的價值判斷可能都會不同。一般而言，所謂

的「客觀品質」是用來形容產品實際上在技術面的優越或卓越性，這樣的概念比

較接近 Garvin (1984)提出的「產品基礎法則」－品質決定於產品成分或意識屬性

－以及「製造商基礎法則」－符合製造過程的規格或服務標準。甚至一些日本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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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中所提到的“零缺陷” (zero defect) 概念也是比較傾向製造商法則概念的說法

(Zeithaml, 1988)。 

 

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 (1988)則將品質定義為「品質為顧客知覺下

的品質」。Zeithaml (1988)認為「知覺品質」和客觀或實際的品質概念不同，它

是屬於更高層次的抽象概念，而非侷限在特定的產品屬性上。消費者對於某性產

品屬性的優越或卓越性高低的判斷決定於其喚起組合(evoked set)排列。因此，認

知品質是一種相關的概念，而且是透過消費者而非廠商來評比。 

 

Aaker(1996)認為認知品質與實際品質間的差異在於下列三點： 

1. 消費者會根據之前的使用經驗去判斷，而可能較不願意花時間去確認品質是

否真的有所改善。 

2. 廠商與消費者對於各品質構面的重要性認知不同。因此廠商在行銷以及生產

上的努力可能仍無法滿足消費者。 

3. 消費者的訊息不完整。由於資訊的缺乏，消費者只能選擇性地對於他們認為

可能重要的資訊對於品質構面作判斷，而喪失進一步做理性與客觀的價值判

斷。 

 
Steenkamp (1989) 提出一簡單模式，說明知覺品質在消費者決策過程中 

所扮演之角色，如圖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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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知覺品質在消費者決策過程中之角色 
 

 

 

 

 

 

 
 
 
 
 
 
 
 
 
 
 
 
 
 
 
 
 
 
 
 
 
 
 

知覺損失 

購買意圖 選擇結果 

實際價格 

選擇 

情境因素 

個別因素 

知覺品質 

知覺品質風險 

使用目標 

知覺品質 

 

資料來源：整理自Steenkamp, Jan-Benedict E. M. (1989),“Product Quality: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Concept and How it is Perceived by Consumers,” The 
Netherlands: Van Gorcum, p.196. 

 
 
三、品質的衡量 

 

Garvin (1987)提出八個衡量產品品質的構面，包括績效(performance)、產品

特性(features)、可靠性(reliability)、一致性(conformance)、耐久性(durability)、可

服務性(serviceability) 、美觀度(aesthetics)以及產品印象(image)。其他的相關研

究則是將多重的產品品質衡量構面針對特定的產品類別進行操作。Etgar and 

Malhotra (1981)針對慢跑鞋的價格、舒適度、持久性、以及造型四個構面，作為

消費者在選擇產品品質時的參考依據。Lichtenstein, Bloch, and Black (1988)則是

針對特定的品質構面進一步去探討價格與品質之間之關聯。 

 

Bruck, Zeithaml, and Naylor (2000)則是針對耐久財提出品質的六項構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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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1. 使用容易度(ease of use)：產品使用的容易度會和消費者操作產品以及弄清楚

操作指令(instrution)的能力有關。對於微波爐、汽車、電腦、相機等產品，使

用的容易程度對於消費者在判斷產品品質時，相對重要。 

2. 功能多樣性(versatility)：這和產品功能的多寡以及複雜度有關，通常可以使

得產品可以執行更多的功能或是使得消費者在操作時更具有彈性。 

3. 耐久性(durability)：這一項則是和產品使用的時間長短、產品是否需要頻繁地

維修或是產品在不當使用或重度使用下，仍可以維持良好的程度。 

4. 可服務性(serviceability)：這和消費者取得維修服務的容易度、維修人員的回

應度、以及服務的可信度有關，包括取得維修預約的容易度、維修人員是否

願意玲聽消費者的心聲、或是在第一次是不是就能提供良好的服務等。 

5. 績效(performance)：指的是產品本來就應該執行的功能。例如，對照相機來

說，好的績效決定於它是不是可以拍出好的照片。對於一些比較負責的產品，

像是汽車，績效可以必須從多個不同的構面來決定，包括安全性、馬力、舒

適度。 

6. 尊榮感(prestige)：產品如何將優越感傳遞給購買者以及與購買者相關之社會

團體。尊榮感有的時候來自產品可見的特性，如產品外表，但是有的時候也

包括自產品或品牌中反映的較不可見的社會元素。這些包含在尊榮感下的社

會元素則可以用來滿足消費者象徵性的需求(symbolic need)，包括自我促進

(self enhancement)、角色定位(role position)、或是成員團體(group membership)

等。 

 

Bruck, Zeithaml, and Naylor 更進一步提到，消費者會使用價格以及品牌這兩

個產品線索來判斷產品各個不同的品質構面，尤其是針對「尊榮感」這個構面的

時候，情況更是明顯。研究中，利用 Nelson (1970)以及 Darby and Karni (1973)

研究中於消費品的分類－搜尋品 (search good)、經驗品 (experience good)、信用

品(credence good )，將上述的六種產品品質構面作歸類。當該產品品質構面較偏

向信用品特性的時候，消費者就會較傾向利用其他的產品品質指標，如品牌或價

格，來判斷。最符合搜尋品特性的品質構面屬性為「使用容易度」，而最符合信

用品特性的品質構面為「尊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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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各品質構面之搜尋、經驗、以及信用屬性 
 

資烙來源：整理自 Merrie, Bruck, and Zeithaml Valarie A., and Gillian Naylor (2000), 

“Price and Brand name as Indicators of Quality Dimensions for 

Consumer Durables＂,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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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產品知識 

 
一、產品知識的定義 

 

產品知識包括兩個組成成分：第一為專業(expertise)，即認定產品能完成其

任務、成功地使用產品屬性；第二為熟悉度(familiarity)，即消費者過去累積的與

產品相關的使用經驗(Alba and Hutchinson, 1987)。Brucks (1985)將消費者的產品

知識分為三種：客觀產品知識(objective product knowledge)、主觀產品知識

(subjective product knowledge)、以及與產品相關之過往經驗(prior experience)，第

三種的產品知識前兩種的關聯較低，因為只有在記憶中的經驗有差異的時候，經

驗才會影響行為，而且每個個體從同一個消費經驗中所知覺到的訊息也不相同，

因此，使用經驗越多不見得產品知識越多，對於行為的影響也很少有直接關係，

在衡量上也不容易。「客觀產品知識」是指一個消費者“實際上”真正了解產品的

部分，包括產品的形式、功能；「主觀產品知識」則是消費者”認為”他們自己所

了解的產品，其中包含了個人對於本身自信的成分。 

 

主觀與客觀產品知識雖然高度的相關，但是一般來說還是有所差異，因為消

費者認為他們自己所知道的知識與實際上真正知道的往往不見得相同。雖然消費

者在自我衡量產品的主觀知識時，常以自己記憶中的經驗或知識為根據，這些經

驗或知識可能會形成錯誤的知識 (Parl, Mothersbaugh, and Feick, 1994)；同時，由

於主觀產品知識包含了個人對於本身自信的成分，當個人在過度自信或信心不足

時，主觀產品知識和客觀產品知識間就換產生落差。後續的研究中發現，「主觀

產品知識」與個人行為背後的動機息息相關，像是資訊搜集的傾向。產品知識並

不會直接就決定消費者的傾向；相反地，它創造了一個可以影響消費者行為動機

的心理狀況。簡言之，一個人的產品知識高低會間接地影響個人對於各種不不同

情況下的反應 (Alba and Hutchinson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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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品知識與品質線索之關聯 

 

產品品質的線索(cues)可以分為表徵訊息(extrinsic cues)以及本質訊息

(intrinsic cues)兩種。「表徵訊息」是指與產品本身沒有直接相關的訊息，包括價

格、品牌、或是透過大眾媒體所傳達的觀念；「本質訊息」則是和產品屬性相關

的訊息，以手機為例，則包括手機的耐用度、收訊品質、防水防震、可否多方通

話等功能。 

 

Sujan (1985)針對專家型－具有豐富產品知識－以及與非專家型消費－產品

知識教不足－者進行研究發現，專家比非專家更能對於產品的屬性產生較多的聯

想，且更有能力去判斷。一般來說，產品知識較低的消費者對於產品本身屬性的

了解比較少，因此比較傾向使用表徵訊息來推論產品的品質；反之，當消費者的

產品知識較高的時候，則傾向使用本質訊息來判斷產品的好壞 (Roa and Monroe, 

1988)。這樣的說法，也和Petty and Cacioppo (1981)所提出的推敲可能模式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中的觀點相關。 

 

Petty and Cacioppo認為消費者依兩種路線來處理接受的資訊： 

 

(一)中央路線(center route)： 

態度的改變是消費者對於資訊作過審慎周詳的評估後所產生的結果，是一個

理性客觀的處理程序。消費者對於廣告或產品的態度，是經由深入思考、推

理訊息而形成。 

(二)周邊路線(peripheral route)： 

認為態度的改變並不是消費者理性判斷後的結果，而是因為態度的對象和某

些正面或負面的線索連結在一起，或只是因為個人依據資訊中某些簡單的線

索作的推論而已。消費者處理訊息的過程主觀且偏感性，其根據溝通過程中

的某些線索，例如音樂、代言人、品牌等產品邊陲屬性，形成對廣告或產品

的態度，並未對訊息內容作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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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涉入 

 
「涉入」這個概念最早是由 Sherif and Cantril 兩位學者於 1947 年在其論文

「社會判斷理論」(social judgment theory )中提出。論文中提到的「自我涉入」（ego 

involvement ）概念可以用來預測一個人因受到地位或角色的不同，而產生對於

說服或是相反意見之態度。當自我涉入程度越高，能接受相反意見的程度就越

低；反之，對於與自己相同的意見，接受程度就越高，甚至可能加以擴大解釋。 

之後，Krugman 於 1965 年首度將「涉入」的概念應用到行銷的領域，認為涉入

狀態高低的不同，將會影響消費者對於廣告內容的聯想度，進而產生一連串消費

決策歷程的改變，而影響了消費者購買決策以及溝通行為上的差異。Krugman

最大的貢獻在於引發學者們對於涉入的注意與重視，而使得涉入的探討逐漸成為

日後消費者行為研究的主流之一。因此，本節針對涉入的定義、種類、以及衡量

方法做相關文獻之探討與整理。 

 

一、涉入的定義 

 

涉入是一種心理狀態，其強度高低可能會受到許多不同因素的影響，包括需

求、價值觀、生活型態等。涉入程度的高低不同，對於消費者的影響也是全面性

的，包括態度的形成、資訊搜集、決策過程、認知的改變。儘管涉入的重要程度

已經被多數學者肯定，涉入的概念也被廣泛地應用，但是因為應用的層面不同、

研究主題不同、以及學者們對於消費者心理狀況的概念化以及衡量方法歧異，導

致到目前為止，過去相關研究對於涉入仍未有一完整定義。本研究將歷年來相關

研究中對於涉入的定義做了以下的整理。 

 

表2-5 涉入定義之整理 

研究者 時間 定義 
Sherif and 

Cantril 
1947 一個人對於自我涉入越高，則對於相反意見的接受程度

就越低；反之，對於與自己相同的意見，接受程度就越

高 
Howard and 

Sheth 
1969 涉入是由個人的需求以及興趣所決定的 

Hepfer and 1971 涉入是個人對於事件所到持的某一程度上的興趣與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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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ne 心，並不需要考慮到特別的立場 
Berrman 1979 涉入以收集資料為考慮變數，以做為衡量涉入程度的指

標 
Petty and 
Cacioppo 

1983 與個人攸關的程度高低是否能引發個人較多的聯想 

Zaichkowsky 1985 個人對於標的物所激起的興趣程度、內在需要、以及價

值觀的攸關程度 
Leight and 

Menon 
1987 所注意到和個人的攸關或重要性程度及處理時的深度 

Andrews et al. 1989 被外在事物所激發的內在狀態，包括強度與方向 
Swinyard and 

William 
1993 涉入是與個人切身相關的程度，會影響消費者接收與處

理資訊 
Engel and 
Blackwell 

1995 涉入是激發個人解決衍生問題的行為。在某個特定情境

下，由某一個刺激所激發而知覺到的個人重要性與興趣

程度高低 
Mittal 1995 涉入是使用者受到刺激後所知覺到的重要性 

Woodside, 
Sulliwan, and 

Trappey 

1999 對某一件事情所引起的興趣程度 

Peter and 
Olson 

1999 涉入是消費者的重要性知覺或是一件事物、活動與個人

的攸關性 
Hahha and 
Wozniak 

2001 消費者對於購買的個人關心度 

Blackwell, 
Miniard and 

Engel 

2001 知覺個人重要性的程度，在特定的情況下，因刺激而引

起的興趣程度高低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涉入的種類 

 

Zaichkowsky (1986)根據涉入對象的不同，將涉入分為廣告涉入(involvement 

with advertisement)、產品涉入(involvement with product)、以及購買涉入

(involvement with purchase)三類。 

 

(1) 廣告涉入 

「廣告涉入」是在說明消費對於廣告訊息的關心程度，用來了解消費者

在接觸廣告訊息時所產生的心理狀態，進而影響其對於訊息的認知與

處理方式。Krugman 認為消費者由於經常處在放鬆的狀態下看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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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不會主動從廣告中搜集訊息，因此廣告訊息與自我概念的連結性較

弱，電視也因此被認為是涉入程度較低的媒體。 

(2) 產品涉入 

「產品涉入」是指消費者對於產品的重視程度或是個人賦予產品的主

觀意識。Myung-Soo Lee (1989)則認為「產品涉入」是消費者對於

某一個產品類別產生的興趣程度，而產生該興趣的原因是由於產品

能符合個人的重要價值與目標知覺。 

(3) 購買涉入 

「購買涉入」是指消費者因為需求所引起的購買過程的興趣程度高

低。Engle and Blackwell (1982)則認為「購買涉入」是消費者對於

某次購買活動的關注程度，與產品涉入程度相關但不相等。 

 

根據涉入本質的不同，Houston and Rothchild (1978)則是將涉入分為情境涉

入(situational involvement)、持續涉入(enduring involvement)、以及反應涉入

(response involvement)。 

 

(1) 情境涉入  

「情境涉入」是指發生於短暫的時間或特殊情境下，消費者對於一

項與產品購買或使用的外在因素產生短暫的關注，當目標達成之

後，關注就會下降。所謂的「情境」是指特定的時間或地點，與個

人內在條件或產品因素無關，而是與購買或使用產品時所面對的社

會心理因素有關(Belk, 1975)。 

(2) 持續涉入 

「持續涉入」是指個人對於某一事物相對地持久關切，不會因為情

境上的因素而有所改變。Houston and Rothschild (1978)認為「持續涉

入」的來源因有兩種，一個是個人的主觀價值系統，包括自我觀念、

個性、目標、需求；另一個則是消費者對於該事物的先前經驗，像

是大量使用或者使用該產品的不愉快經驗，都可能影響涉入程度的

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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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反應涉入 

「反應涉入」則是「情境涉入」以及「持久涉入」交互作用之下，對

於某一事物所反應出來的一種心理狀態，用以解釋單純的情境涉入或

單純的持久涉入所不同解釋的複雜的決策問題。 

 

另外，Celsi and Olson (1988)也提出一個與上述「反應涉入」類似的涉入概

念－「感覺涉入」(felt involvement)，該涉入也受到情境與個人兩個來源的交互

影響，強調此兩種來源必須配合才能有「感覺涉入」的產生。Clarke and Belk (1978)

認為「購買涉入」會受到「產品涉入」和「情境涉入」的影響，「產品涉入」和

「情境涉入」的提高會導致「購買涉入」的提高。Engel, Blackwell and Miniard 

(2001)提出有三個影響消費者涉入程度高低的因素，包括個人因素、產品因素、

以及情境因素。 

 

根據本次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希望了解當消費者決定換購產品時，涉入程度

對於其消費決策之影響，因此消費者在購買過程中對於品質構面重視度以及對於

促銷活動的偏好程度高低，較接近上述的「購買涉入」之內涵。故，本次研究決

定以「購買涉入」進行之後之分析。 

 
 

三、涉入的衡量 

 

涉入是一個抽象的變數，是個體的一種心理狀態，所以無法直接觀察到到涉

入程度的高低，而必須用其他的變數來推測判斷。最常以及最早被引用的量表為

由學者 Zaichkowsky 於 1985 年提出的個人涉入量表(personal involvement 

inventory; PII)。該量表針對產品的重要性(importance/significance )、攸關程度

(relevance/ essentialness )、享樂價值(hedonic)、以及態度(attitude)等構面，利用七

點語意差異法，來衡量消費者的涉入程度，將 20 組題目的分數加總，即為消費

者的涉入分數，分數越高表示涉入程度越高，反之則涉入程度越低。語意量表的

目的是為了獲得量表的普遍性，使其不會因為產品的特性而受到影響。優點是受

測工作容易，加總計分的方法十分簡易，而且過程單純又可以容易地將想要衡量

的特質以問題方式呈現，因此在涉入的衡量上，此方法被各界廣泛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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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ent and Kapferer (1985)也提出消費者涉入量表(consumer involvement 

profile；CIP)，主張用四個構面來衡量消費者的涉入程度高低，包括重要性/興趣

(importance/ interest)、象徵意義(sign value)、愉悅價值(pleasure value)、以及知覺

風險(risk)。後來的學者 Mittal and Lee (1987, 1989)以及 Mc Quarrie and Munson 

(1986)則根據 Laurent and Kapferer 在 1985 年的努力，更進一步地發展更完整的

量表項目。 

 

之後，Foote, Cone, and Belding 則是從過去許多的研究中整理出 FCB 量表，

它的重要性在於其研究發展的投入，針對近 1800 位的非學生消費者進行約 200

項產品的調查，以建立該研究之效度。Mittal (1989a)則發展出購買決策涉入

(purchase-decision involvement；PDI)量表，針對消費者的購買涉入進行李克特四

點量表的評估。 

 

Mittal (1995)針對上述的四個涉入衡量量表透過單一構面

(unidimentionality)、聚斂效度(convergent validity)、學說效度 (nomological 

validity)、精簡度(parsimony)、簡易度(simplicity)、以及最低回應誤差(minimum 

response set bias)六個指標進行比較，結果發現 Zaichkowsky 的 PII 量表在單一構

面以及簡易度兩個指標表現優於其他三者。Laurent and Kapferer 的 CIP 量表在聚

斂效度以及簡易度有比較好的表現。至於 FCB 以及 PDI 兩者則在學說效度以及

最低回應誤差優於 PII 以及 CIP 的表現。在精簡度的部分則四者並沒有太大的差

異。 

表2-6  PII、L&K、FCB、PDI四種量表之比較 

指標 

排名 單一構面 聚斂效度 學說效度 精簡度 簡易度 最低回應誤差 

1 PII L&K FCB PII FCB 
2 PDI PDI PDI L&K PDI 
3 FCB FCB L&K PDI L&K 
4 L&K PII PII 

都相同 

FCB PII 

資料來源：整理自Banwari Mittal (1995)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our Scales of 
Consumer Involvement,” Psychology & Marketing, New York, Vol. 12, 
Iss. 7; p.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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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ichkowsky 的 PII 量表以及 Laurent and Kapferer 的 CIP 量表可以用來測量

產品涉入或購買涉入，而 FCB 以及 PDI 兩者則只能用來測量購買涉入。但是無

論如何，這四個涉入量表都呈現可接受的信度與效度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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