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消費者態度、認知、與購買意願 

一、 態度的定義 

許多學者都曾經對「態度」一詞提出解釋，古典的說法是認為態度是

過去經驗組織而成之心裡或精神的準備狀態，而對個人行為產生指導性或

動態性的影響（Allport,1935），（吳昭賢，民87）。Assael（1968）對態

度的解釋是，一種經由學習的過程，而對事物產生一致性的好惡反應。

Fishbein and Ajzen （1975）認為一個人的態度是在某一時點，他所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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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說態度是一種學習傾向，經由這種學習傾向，個人針對觀察體所

產生的情感或評價反應，而情感或評價反應則由個人對於觀察體產生的信

念中較為顯著的信念所決定。Kotler（2000）則認為態度是指一個人對某

些客體或觀念存有一種持久性的喜歡或不喜歡的評價、情緒性的感覺及行

動傾向。而另外，Rosenberg and Hanland（1960）則認為態度是經由認知

（cognitive component）、情感（affective component）以及行為（conative 

component）三部份所構成，認知部分指的是個人基於本身的知識、觀念、

思想以及學習，對於某些事物擁有的信念。情感部份指的是個人對所接觸

的事物，產生的一種愛恨好惡的主觀感覺。而行為部份則是個人根據本身

的信念或感覺而產生採取行動的意圖。持類似看法的有Assael（1992），

他認為態度包含品牌信念、品牌評價以及購買意願三部份，品牌信念指的

是消費者認為某品牌所具有的特性；品牌評價指的是消費者對某品牌的好

惡程度；購買意願則由購買傾向所構成。 

雖然各學者對態度的定義不完全相同，但他們都有一共同點，就是消

費者的購買決策中，態度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二、 態度的組成要素 

對於態度結構的看法，最初是由Thurstone and Chave（1929）所提出

來的「單一成分論」（single component view），主張態度就是對於態度對

象物（attitude object）的感情或評價反應（affective or evaluative response）。

單一成分論的基本假設是認為個體的態度可由單一向度表現出來，且態度

的方向、強度是由單一成分所決定。單一成分論基本上認為態度是一種評

價，但是對於此單一成分的性質究竟是基於認知或情感，研究者們的意見

不一致。Fishbein and Ajzen（1975）認為此評價反應是由對態度所產生的

信念所決定，即態度是基於認知之上，並由認知所主導。他們認為態度的

構成要素包含以下四種： 

1、 信念：對真偽的判斷，或是對可能關係的判斷。 

2、 價值：對重要性，美感或需要等方面的判斷。 

3、 情感：被吸引或是被排斥的感覺。 

4、 行為的意向：即行動的可能傾向。 

但是Fazio and Zanna（1981）則認為此評價反應是以情感作用為主，

而Bagozzi and Burnkrant（1979,1985）的研究指出，同時考慮認知和情感

兩成分，比單獨考慮認知或情感單一成分，更能解釋態度與行為的關係， 

故單以評價或情感，可能並不足以解釋態度原本具有的內涵。除單一成分 

論，另有Rosenberg and Hovland（1960）提出三成分論，根據三成分態度

模式（tricomponent attitude model），態度是由三個構面所組成的：包括認

知成分（cognitive component）、情感成分（affective component）、及行

為意圖成分（conative component）。（Schiffman,2000） 

（一）認知成分（Congnitive） 

指因直接經驗，或者由各種管道獲得的資訊，經整合後，對態度標的 

物形成的知識與知覺。此知識與隨之產生的知覺形成所謂的信念

（beliefs），代表消費者相信此標的物擁有某些屬性特徵，以及不同行為



可能產生的特別後果。 

（二）情感成分（Affective） 

消費者對於一項產品或品牌的情緒或情感反應構成態度中的情感成

分，消費行為研究者認為此情緒或情感成分在本質上屬於評估性

（evaluative），換言之，情感成分代表著消費者對態度標的物直接或總體

性的評鑑。當情感體驗非常豐富的時候，可稱為是處於情緒操控狀態

（emotionally charged states）（例如快樂、悲傷、羞愧、憎惡、憤怒、苦

惱、內疚，或者驚訝）。研究指出，如此的情緒狀態可能會增強或者誇大

正向和負向的經驗，而待稍後回憶起這項經驗時，影響個體的心裡狀況和

行為反應。 

（三）行為意圖成分（Behavior intent） 

行為意圖，代表個體對態度標的物採行某種特別行動或行為的可能性 

（likelihood）與傾向（tendency）。在行銷與消費者研究中，行為意圖成

分意指消費者的購買意圖（intention to buy），當消費者有正向的購買意圖

時，會形成正向的品牌承諾，而使消費者採取實際的購買行為。 

（四）認知、情感、行為意圖之間的關係 

大多數的學者都同意態度由三個因素所形成（如圖），早期學者的研

究認為，認知先於情感，情感先於行為。而晚期學者的研究認為，三者之

間是「互動歷程」（蔡瑞宇，民85）。一個人對於事物的認知、情感、行

為意圖三部分會趨於一致性。（Hawkins, Best and Coney,1997） 

圖 1-1態度組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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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awkins, Best and Coney(1997)”Consumer Behavior: Building  

Marketing Strategy”,7th edition,  p.402. 

 

三、 認知、態度與購買意願之關係 

各個學者對態度的組成要素看法雖不盡相同，但確定的是信念（認知） 

確實是影響態度的重要因素。Fishbein and Ajzen(1975)認為態度是一種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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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模式提供了評估信念— 態度關係間的方法。Fishbein 認為三項認

知性變數的因果性流程是：信念→態度→意圖。根據這個觀點，一項行銷

刺激，先影響消費者的信念，然後針對這些主要信念形成對產品的態度，

而這項態度能激發購買行動的效果。 

Fishbein and Ajzen(1975)所提出之合理化行為理論模式指出，行為意圖

受主觀性規範/群體規範（subjective norms）及態度成分（attitudinal 

component）所影響，而態度成分則是由「對該行為會導致特定後果的信念」

及「後果的評估」所組成。信念與態度是一體的兩面，往往難以分割。信

念是人們對某一事所持有的一種想法，而態度是基於信念的理念下產生一

些評價、感覺及行動方向。信念與態度在決策程序上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因為信念沒有形成及建立時，態度不會出現。由行動與學習，人們產生了

自己的信念及態度。兩者之間，又彼此交互影響人們的購買行為。（魏啟

林，民77） 

 

假設推論： 

綜合上述文獻討論，我們可以知道，認知（信念）是影響態度最重要

之因素，態度是指在某一時點，其所擁有的主要信念的函數，而態度將會



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願。消費者在決定購買商品之前，在決定是否要購買

之前，消費者會先針對產品的各個屬性構面做評估，形成對整體產品的態

度，進而決定其購買決策。故本研究建立假說如下： 

 

假說一：當對iPod的認知程度越好時，對iPod之正向態度會越高。 

 

假說二：當對非iPod之蘋果電腦商品的態度越好時，對蘋果電腦非iPod 

之商品購買意願將越高。 

 

四、延伸品牌之間的態度影響 

Ries and Trout (1986) 曾指出，在近代行銷史中，品牌延伸乃是重 

要的趨勢，因此從Ries and Trout (1986) 及Tauber (1988) 起，學術界在品

牌延伸方面開始大量的研究，其中大部分在探討影響品牌延伸成功與否的

因素，這些因素大致可分為三大類—母品牌特性、母品牌與延伸產品的關

係、其他變數。 

而從Aaker (1990) 、Keller (1998)及Tauber (1988) 的研究，可說 

明品牌延伸之優缺點： 

(一) 品牌延伸之優點 

1、用較少成本讓新產品易被市場所接受 

由於母品牌已在消費者心中建立認知及印象，易將母品牌之品牌

聯想 (brand association) 、品質聯想 (quality association) 及顧客忠誠

轉移到新產品，可協助對新產品溝通品牌定位，並強化消費者對新產

品特點之認知。亦可接續原品牌的強勢基礎，爭取新產品的通路據點

以及貨架空間。 

2、對母品牌的回饋效果 

延伸的新產品可以鞏固原品牌的品牌聯想及形象，新產品做的廣 



告亦可對原產品發揮作用，增加廣告的使用效率，甚至可進一步開發 

新客源，擴大市場範圍。 

3、使後續延伸更順利 

成功的延伸亦可提供後續延伸的基礎，由於新產品使得品牌聯想 

更加豐富化，在未來想要延伸新產品時有更多聯想的基礎。 

 

(二) 品牌延伸之缺點 

1、缺乏契合度導致新產品失敗 

若契合度不夠，讓消費者難以將舊有品牌聯想延伸到新的產品，

或是延伸產品的屬性與原有產品不容，則品牌延伸完全沒有上述優

點，導致新產品的失敗。 

2、母品牌被稀釋 

若同一品牌延伸至太多產品，消費者不清楚以何種屬性代表該品

牌，導致品牌聯想分散，或是消費者對新產品創造與原品牌不同之聯 

想，導致原品牌的定位模糊化，使得品牌形象被稀釋。 

3、母品牌品質印象(quality image)受影響 

當品牌延伸中，偶而出現一品質較差的產品，會連帶使整個母品 

牌的品質印象受到影響。 

4、延伸產品成功但瓜分原品牌銷售 

延伸產品塑造成功，導致品牌對原產品的代表性降低，使得原產 

品的銷售量降低，減少對原有產品的認可。 

5、放棄創造新品牌的機會 

採用品牌延伸，會使企業放棄創造新品牌獨特形象與資產的機

會，也失去創造新品牌同盟的機會，是一種潛在的隱藏成本。 

 

 



假設推論： 

從延伸品牌的文獻中可知，延伸品牌會影響消費者對於母品牌的態

度。故本研究建立假說如下： 

 

假說三：當對iPod的態度越好時，對非iPod之蘋果電腦商品的態度將

越好。 

 

第二節  群體規範與態度 

一、群體 

群體（Group）通常被定義為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成員，彼此互動以達

成個人或共同目標（Schiffman,2000）。而影響消費活動決策最主要的為參

考群體。參考群體（reference group）在消費者行為的範疇中是相當重要的

觀念，參考群體可以是任何人或任何團體，他提供了個體比較或參考的基

點，引領個體形成特定的價值觀、態度或行為模式。對人有直接影響的群

體稱為會員群體（membership groups），這些群體和個人皆有互屬和互動

的關係。有些是持續性的互動，像家庭、朋友、鄰居及同事等，稱為初級

群體（primary groups）。初級群體之間的關係傾向於非正式的。人們也歸

屬於次級群體（secendary groups），其成員之間的關係是正式的，且比較

不常有互動往來，包括宗教組織、專業群體及商業公會群體。人們亦經常

受一些自己並非其中一員（非成員）的群體所影響；其中若人們很想加入

的群體，則稱為仰慕群體（ aspirational groups）。另有一種稱為分離群體

（dissociative groups），這個群體的價值觀或行為是為人所排斥的。 

Hyman（1942）定義參考群體為對他人行為有顯著影響的個人或群體。

Merton and Kitt（1950）定義參考群體是個人渴望隸屬的群體。Park and 

Lessig（1977）認為參考群體是指對於個人的價值觀、抱負或行為具有重



要影響力的個人或群體。Engel（1986）指出參考群體是提出規範和價值觀

來影響個人行為的團體。Hawkins（1992）則認為參考群體是個人在某特

定情況下，用來指引其行為表現的團體，（黃美文，民87）。Childers and 

Rao（1992）將參考群體對個人的影響分為兩種類型：一是規範性的影響

（normative influence），是指父母、師長或同儕對於我們個人社會標準、

態度或價值觀形成，有很重要且直接的影響，這種影響稱為「規範性的影

響」。二為比較性的影響（comparative influence），指運動明星或影視紅

星對個人所造成的影響。雖然個人無法與這些參考群體直接互動，然個人

可以觀察參考群體的行為表現並渴望去學習其行為，這種影響是一種「比

較性的影響」。 

參考群體的影響力會隨著產品在生命週期所處的階段不同而有所改

變。當一種產品初次被引進市場時，購買與否的決策便大大地受到其他人

的影響，而此時品牌的選擇較不受他人的影響。在市場成長階段，群體影

響力對產品及品牌的選擇上均很強烈;在產品成熟階段，影響較強烈的是品

牌（而非產品）的選擇;而在衰退階段，參考群體對品牌及產品的選擇就沒

有什麼影響力了。 

 

二、群體規範 

張春興（1991）提到：除以個人為基礎的社會行為之外，人類更多

的社會行為是在個人與團體或團體與團體之間產生的。個人在團體中的活

動，如按照杜會規範行事，行為表現符合眾所認可之標準，即稱為從眾

（conformity）。由此可知，規範是代表眾意的客觀行為標準，從眾則代表

個人的心理傾向。團體成員的從眾行為，對團體性活動是有利的；因為多

數成員有從眾傾向的團體內，因意見不合而生衝突的情事，將會減少發

生。而且，有很多傳統的習俗和流行的風尚，都是靠社會從眾心理維持相

推動的。 



在計畫行為理論（planned behavior）中提到，影響行為意願的「群體

規範變數」，乃指「個人對是否採取某項行為的社會壓力的知覺」。

Fishbeinand Ajzen(1975)所提出之合理化行為理論模式（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model）提到主觀性規範/群體規範是指個體如何看待重要他人（例

如：家庭、朋友、室友、同事等）對特定行為所抱持的意見，也就是他們

給予該行動正面或負面的評價。群體規範是「規範信念」（Normative Belief）

和「依從動機」（Motivation to Comply）的函數。「規範信念」是指「個

人知覺到”重要他人”或”重要團體”認為他應不應該去採取某項行為的壓

力」；而「依從動機」則是指「個人是否遵循”重要他人”或”重要團體”認

為他應該或不應該採取的行為」。 

參考群體的影響也可以透過群體規範及順從壓力產生，與規範性的影

響很相似（Deutsch and Grand, 1955）。（葉桂鳳，民88）。當消費者在購

買產品時，若（1）消費者知覺到該群體會給予某種形式的獎勵或處罰；

（2）消費者相信其行為會被群體看到或知道；且（3）消費者有動機想要

獲得獎勵或避免處罰時，則消費者會去順從參考群體的期望或偏好（Park 

andLessing,1977）。 

 

三、群體規範與態度 

社會學、心裡學和消費者行為研究在理論及實證中都發現相關他人

（參考團體及同儕團體等）的重要性，並指出相關他人（relevant others）

對個體的決策行為有顯著的影響（Wind,1976）。Moschis(1987)指出，同

儕團體可以直接、間接的影響個體的消費社會化過程，他們也可能是其他

社會化機構效果的中介因素。 

邱志聖（2001）策略行銷分析一書中提到，很多買者的行為並不完

全來自自有的意志，而是來自於群體的壓力，青少年團體中這種現象特別

普遍 。除非該買者不願意再屬於此群體，否則他就必須去考慮該產品所



代表的整個群體的象徵性意義，因此就算他認為該產品與其他產品是一樣

的，他還是得考慮整個群體的專屬資產，當買方如果有一天要離開此群

體，則此產品的專屬資產將變為無價值。 

在Madrigal(2000)球隊認同對贊助廠商產品購買意圖影響的文章中提

到，社會認同觀念的中心思想是群體會採用正式規則或群體規範以規範並

評估成員的行為，群體規範明確指出在特性情況下成員被預期採取的行動

（ Homans,1950 ）， 此行動能彰顯群體的價值觀並點出其獨特性 

（Feldman,1984）。Terry and Hogg(1996)群體規範和態度-行為關係的研究

中指出，知覺到的群體規範能預測個體的態度及行為表現。 

黃志文（民84）的研究指出，信念產生與態度出現有三個來源：（1）

個人的經驗，（2）參考團體的影響，例如宗教、工作夥伴、次文化、家

庭等，（3）他人的影響，例如社會意見領袖、專家、崇拜的偶像人物。

EKB 消費者行為模式提到消費者在決策過程中，亦會受到社會影響，諸

如對參考群體或家人的規範性順從和情報的影響。 

在1972時，Jones 及其他幾位學者提出的態度理論認為消費者對產品

品質的態度及產品的購買行為會受到個人或群體的影響（Jones et al., 

1972）。 

 

假設推論： 

從上述文獻探討可知，消費者在做採購決策時，大多會受到參考群體

的影響，並不是完全出自於本身對產品的認知，因此本研究建立假說如下： 

 

假說四：當群體規範對iPod的正面影響力愈大時，iPod使用者對iPod

之正向態度會越高。 

 

 



第三節  認同與態度 

一、認同 

按照Richard Jenkins 參考牛津字典的解釋指出，認同的英文為

identity，這個字具有拉丁語字根之源頭，及identitas 是從idem 而來，意思

為「相同」。此外，identity 也有兩個基本意義的存在：第一個意義的概

念是「絕對相同性」，即所謂這一個（人或物）與那一個（人或物）是相

同的；第二個概念是指長期以來都一致、連續不變的「與眾不同性」。若

從不同的角度來了解認同的意涵，則指的是同時在人與物之間建立起「相

似性」（similarity）與相異性（difference）這兩種可能的比較關係（Jenkins，

1996）。若依據Staurt Hall 的說法，Jenkins 這種認同的方式也就是他所謂

的「自然主義」（naturalism）界定法，意指認同的進行，是建構在各體認

之他們自己與其他人或其他群體（或其他理念、凝聚方式等），是否擁有

一些共同的起源或共同分享的特質之上（Hall，1996）。 

然而說明人或群體的相似或相異在認同上固然重要，但認同的形成不

單以此種靜態的觀點來分析，因為認同本身並不會「自然而然的存在」。

而所謂「對認同的認定」（to identify）才是認同產生的基礎，這個強調構

成的動態面向，與認同的靜態歸屬是相隨相生的，換言之，認同必須被社

會建構出來才能產生不同類別的存在。因此Jenkins 認為，從靜態方面而

言，對人與事物加以客觀的分類（classify），以及從動態方面來看，探討

一個人的自我(oneself)如何主動地與某些東西（如朋友、英雄、政黨或哲

學）連結在一起是同等重要的（Jenkin，1996）。Hall(1996）站在自己的

立場上，更進一步提出所謂「論辯的取向」（discursiveapproach）來說明

此觀點，有別於一般所採取的自然主義法，他將認同視為是一種建構，且

此種建構是一個從來不間斷、且永不終止的過程（process）。 

二、品牌的認同感 



行銷學界最常提及的部分是「品牌認同」，Lastovica 與Gardner(1978)

將品牌認同感定義為個人對品牌選擇的一種宣示（pledging）或約束

（binding）效果，品牌認同感是消費者對品牌選擇幅度的大小來衡量；簡

單而言，品牌認同感是消費者對同一產品種類內的某種品牌，所產生情感

上（emotional）或心理上（psychological）的眷戀（attachment）程度。 

Aaker指出品牌認同，即是品牌管理人想要人們如何看待這個品牌，它

不是迎合消費者的說法，它還必須反映品牌的精神、見識以及想要達到的

理想。 

過去的研究指出，消費者在購買品牌產品時，往往是基於對於品牌的 

認同感，而消費者對於某一品牌所產生的認同感與消費者本身的自我概念 

有關。因為消費者通常會選擇符合自己的認同，或是能夠表達自我的品牌 

（Aaker, 1990）。 

 

三、認同與態度、忠誠度 

認同的結果，可能產生態度、認知和行為的改（Ahnsjoe.,1965;Almers, 

M.1971; Bloch,C., 1972; Minkkimen, S.,1969）。Jacoby and Chestunt(1978)

認為「品牌認同感」是一種「品牌忠誠度」相似的構念，可將品牌忠誠度

視為是一種態度上或行為上的觀念，但Traylor(1981)則認為品牌認同感與

品牌忠誠度兩者在觀念上是有所差異的，因為品牌忠誠度可以在個人行為

上觀察出來，而品牌認同感則是一種心理上的態度構念，無法由現實行為

面來展現。Robertson(1976)在一項低認同感行為（ low-commitment 

behavior）的研究中發現，一般消費者購買特定品牌之清潔劑是因為經常

購買，且其購買決策的重要性並不足以使其考慮其他替代品牌，故雖可從

個人消費行為中觀察到品牌忠誠度，但未必表示消費者對該品牌存在品牌

認同感。因此，其建議品牌忠誠度是一種行為上的構念，未必能涵蓋品牌

認同感；又消費者若具有較強的品牌認同感，則會堅決地選擇同一產品種



類的某特定品牌，進而產生品牌忠誠度。故品牌認同感可涵蓋品牌忠誠度

的觀念。 

Lastovica與Gardner(1978)提到品牌認同感是指個人對品牌選擇的一種

宣示或約束效果，亦即消費者對同一產品種類的某種品牌，所產生情感上

或心理上的眷戀程度。此種心理狀態會表現在對商店的忠誠、品牌的忠誠

與品牌的信念上。 

邱志聖（2001）指出，若公司可以創造買者對特殊品牌的認同效果，

往往可以造成買者使用該品牌時，在心裡產生特殊品牌意義，此特殊意義

無法由其他品牌取代，因而形成買者與品牌間的心裡專屬資產。當與消費

者間建立起專屬資產後，能減少買者移轉到其他品牌的可能，品牌忠誠度

於焉形成。 

 

假設推論： 

從上述文獻討論中，我們可以得知，消費者會因品牌認同度不同而影

響態度，而認同亦可以創造出忠誠度，因而本研究建立假說如下： 

 

假說五：當對iPod之認同程度越高時，對iPod之正向態度越高。 

 

假說六：當對iPod之認同程度越高時，對iPod之忠誠度會越高。 

 

第四節  專屬資產、態度與忠誠度 

一、專屬資產性（Asset Specificity） 

資產專屬性是指在某一特定的交易關係之下，無法在不犧牲其生產力

的情況之下被轉為他用的情況（Buvik& Andersen,2002）。邱志聖（2001）

所謂專屬資產是指買、賣雙方因為買賣過程之中所產生有形或無形之資



產，此資產唯有買、賣雙方繼續進行交易行為時，才會具有價值，當任何

一方結束交易行為，此無形或有資產的價值便會消失。所以資產專屬是指

為了維持與某特定實體或人員交換關係所必須的投資，而若調換此供應

商，必須花費很大的轉換成本，這種特有的資產可能是實體的資產或金

錢，或是隱性的知識、技術、人際關係等，一旦要終止原來的交換關係，

原來所投入的有形、無形的專屬資產都將成為損失，當資產越能轉移給他

人而不損及資產價值，其資產專屬性越低，反之則越高，若所具備的資產

容易被對方學習，資產就容易喪失價值，因而繼續進行交易的可能性就降

低， 

 

二、專屬資產分類 

依據Williamson（1985），可將資產專屬性分為六種： 

（一）區位專屬性（Asset Specificity） 

   廠商或是通路所在的地點和消費者選擇交易廠商之間的 

關係。 

（二）實體資產專屬性（Physical-Asset Specificity） 

廠商提供給消費者的硬體設備或是商品，與消費者選擇交 

易廠商之間的關係。 

（三）人力資源專屬性（Human-Asset Specificity） 

          消費者本身所擁有的知識或是能力專屬於該廠商，或是消 

費者之所在社群專屬於該廠商，如：iPod的老地方冰果室社群。 

（四）委身式資產專屬性（Dedicated Asset Specificity） 

          消費者所從事之活動（例如：工作）專屬於此廠商的關係。 

（五）品牌名稱資產（brand name capital） 

          廠商的品牌和消費者選擇交易廠商之間的關係。 

（六）時程專屬性（temporalspecificity） 



          廠商所提供的及時支援服務與消費者選擇交易廠商之間的 

關係。 

    此外，邱志聖(2001)將專屬資產另外分成六項： 

表 1-1 專屬資產分類表 

專屬資產 業界常用方法 

特有使用知識專屬資產 公司特有的產品使用方法、公司特有軟體、公

司特有產品系列分法與使用方法、公司特有戶

補品使用方法、特有使用專利 

特有實體設備、軟體、或服務

的專屬資產 

系統DIY 產品、特有耗材、特有公司規格、特

有資訊系統結合、特有配方、特有設備專利、

特有軟體 

忠誠客戶的優惠的專屬資產  里程數累積優惠、集點紅利、累積金額優惠、

紅標與綠標的定價策略 

無形的專屬資產  特有信用資產、特有買者知識、特有人際關

係、特有溝通效率、特有生活依歸 

心理層面的認同的專屬資產  特有的品牌經驗、特有的品牌回憶、特有品牌

心理意義 

特有無形社會壓力的專屬資 

產 

品牌特有群體壓力、特有意見特有意見領袖吸

引力 

資料來源：邱志聖，策略行銷分析，P.169，民90 

雖然資產專屬性有不同的形式，但可以解釋的事：『當資產專屬性越 

高，交易雙方的相互依賴程度也因此提高；當無資產專屬性時，也就是完 

全理想的情況下，交易雙方的互相依賴程度就會降低，此時內部交易的成 

本將高於市場交易之成本，因為因為市場的自主性適應成本較低』。換個 

角度來說，當資產專屬性越高，交易的『動機』越弱；當資產專屬性高到 



某一種程度時，會促使決策者放棄市場外部交易而轉向內部交易了，垂直 

整合就是這種情形。 

 

三、專屬資產、態度與忠誠度 

消費者一旦與廠商建立專屬資產，表示在其買賣關係互相依賴，顧客

品牌移轉的可能性就越低，因為一旦終止原來的交換關係，消費者會感到

成本損失，其中隱含消費者對於轉換成本的考量。就如之前所提及的，消

費者若對公司產品或是服務感到滿意，繼續使用原公司產品的可能性很

高，然而若消費者對與目前公司所使用的產品或服務感到不滿意，並不表

示他就會轉而使用其他公司的產品，因為理性消費者會考量轉換成本，畢

竟已對先前的交易關係投入一些專屬資產。 

消費者與廠商所建立的專屬資產，會影響他們對供應廠商的態度忠

誠，如之前所述，理性消費者在決定與廠商建立專屬資產時，是對未來長

期關係的建立持正面態度，否則他們會避免投入專屬資產，Williamson

（1985）指出，為了確保所投入的專屬資產的價值，消費者會願意與服務

提供者建立長期的關係。而且專屬資產可以提高消費者與供應商間的交易

效率（Gwinner, Gremier,& Bitner1998;Stauss,et al.2001）。 

Gwinner,Gremler,& Bitner(1998)研究中發現消費者從與提供服務的廠

商維持長期的交換關係，消費者關係中所獲得的利益可分為三種：信任、

社交與特別待遇。Bolton,Kannan,& Bramelett(2000)使用橫斷面與時間序列

資料來研究金融服務公司的顧客忠誠回饋計畫（loyalty reward program），

認為忠誠計畫對於顧客對產品衡量、購買行為與購買意願有正面效果。 

 

假設推論： 

從以上文獻之中可知，消費者與廠商之間若建立起專屬資產，在問卷

中的問向大多是屬於使用知識方面，因此推論使用知識的專屬資產將影響



消費者對於產品的態度，並對於忠誠度有正面的影響。所以假說如下： 

 

假說七：當消費者與iPod所建立的使用知識方面專屬資產越高時，對

iPod的態度會越佳。 

 

假說八：當消費者與iPod所建立的使用知識方面專屬資產越高時，會

影響對於iPod的忠誠度，並為正相關。 

 

 

第五節  流行創新接受度、態度、購買意願 

一、創新的定義 

Barnett(1953)認為凡是在品質上和現有型式有所不同的觀念、行為、

或事物，都可以視為創新。Kegerries, Engel, Blackwell (1970)則對創新的定

義是：任何新構想、產品或服務，只要消費者認為是新的就是創新。 

一般而言，創新一詞泛指所有的新發現或新發明的事物。這些事物是

過去所沒有的，常以科技性和生產性的具體事物為主（林涵妮，1999）。

而Rogers 將創新解釋為「被個體視為一種新的觀念或物品；只要是個體認

為是一種新的認知或理解，創新不會受到其被發現或初次使用的時間因素

所影響。因此，一旦個體認為某個觀念或想法是新的，或不同於以往個體

所認知的，都會影響個體對它的反應。」Roger 也指出，創新不只是一種

新的知識，個體必須花費許多時間來瞭解這項創新，個體會逐漸形成對這

項創新喜歡或不喜歡的態度，最後做出接受或是拒絕的決定。因此創新可

能出現在個體的知識、態度或其所決定的行為中（Rogers& Shoemaker，

1971）。 

 



二、創新接受與創新傳佈理論 

創新傳佈理論是Rogers 於1962 年所提出的，創新傳佈理論之所以引

起大家的興趣是因為當人們獲知一項新事物時，即使知道有很多顯著的優

點，要去接受它卻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在很多領域中，認知與實際付

諸行動之間存有很大的鴻溝，當人們試著要去接受一項新事物時，往往需

要一段很長的時間去評估與做決定。因此，創新、接受、以及擴散三者之

間的關係是緊密而不可分開的，創新傳佈理論可以廣泛地應用在各個領

域，舉凡行銷學、社會學、傳播等領域所興起的新觀念或新事物，都是創

新傳佈理論所欲研究的範圍。在創新的理論中，有兩個顯著的研究類別：

一、創新的擴散研究；二、 創新的接受研究。Kimberly 認為擴散研究主

要是探討一個社會體系中，創新是如何在其成員之間擴散的。為何有些創

新物的擴散速度會比其他的快，而又是具備什麼樣特質的創新物會促進或

阻礙其被接受的速度。因此，擴散研究的焦點是集中在創新物上，而其所

關注的重點則是如何去發展與推銷這個創新物，以加速其被接受的速度。

另一方面，Kimberly 也指出，創新的接受研究是探討個人、團體、或是組

織的特質，以加強或阻礙創新的接受，所以這類的研究是將焦點集中在閱

聽人、消費者對於創新的接受上（Kimberly，1981）。 

而在Rogers 的創新傳佈理論中，其所關心的就是創新與接受創新。在

新事物傳播過程中主要有五個元素，即新事物、傳播管道、時間、社會體

系、以及人等，茲簡述如下（翁秀琪，1996）： 

（一）新事物：它可以是新發明、新觀念或新方法。 

（二）傳播管道：新事物是藉由大眾傳播或是人際傳播所傳散。 

（三）時間：接受新事物的時間長短，通常經歷五個階段，即知曉、 

說服、決定、施行、以及確定。 

（四）社會體系：是指新事物發生的所在，可能是一個人、一個非正 

式團體、一個組織、或是一個次體系。 



（五）人：依人接受創新的程度，分成創新者、早期採用者、早期跟 

進者、晚期跟進者、以及落後者等五類。 

 

三、流行創新接受程度、態度、購買意願 

創新是指創造新的產品、服務或程序，創新可以被視為連續的進化，

稱為連續創新；或被認為是大變革，稱為不連續創新（Veryzer，1998）。

而『創新』這個字詞根據內容會有不一樣的含意，創新可能意味著『以前

從來沒有見過』或是可能是『來自於工廠的新鮮物』（Blythe，1999）。 

創新既是具體性的事物也可以是抽象性的觀念與想法，透過個體主觀

的認定而在其認知、態度、價值取向以及行為等方面產生了變化。而個體

在面對一項創新的事物或觀念時，最直接的反應就表現在其接受與否的行

為上，一般而言，當個體在面對某項創新時，可能的反應包括：1、立即

接受這項創新。2、起初懷疑進而受到外界的影響逐漸接受它。3、自始至

終拒絕接受。個體對創新的反應，可以用創新接受程度（innovativeness）

來表示（陳嘉彌，1996）。 

Rogers 將創新接受的程度定義為「個體較其所在的團體內的其他人更

早接受新觀念或新事物的程度」。它具有四個重要的特徵：1、具有觀念

與事物的改變（包括更新與創新），這種改變不同於團體或個人原有的認

知與行為；2、具有影響他人接受創新觀念與事物的傳播能力；3、有助於

團體組織或社會體系中的問題與訂定決策；4、團體或個人對前述改變的

接受速度與時間成函數關係（Rogers，1983）。 

Popielarz（1967）、Donnelly 和Etzel（1973）等人認為，創新觀念接

受度除了是一種冒險的行動外，也和個人認知領域的寬廣（cognitive 

category width）有關，個人的認知領域愈寬廣，則其接受創新觀念的機率

愈高。黃嘉勝（1994）綜合許多學者對創新觀念接受度提出如下的定義：

創新觀念接受度是一種個性的概念（personality construct）；它可用來解釋



個人對創新觀念的意願改變（ willingnessto change）。 

 流行創新接受度（Fashion innovativeness）的概念較多使用於服裝業

之中（Goldsmith,2005），許多領域的學者都曾針對流行創新接受度較高

者的特性進行研究。尤其創新接受度這個概念對於新產品的成功與否更是

具有決定性的因素（Foxall& Bhate，1993）。在概念上流行創新接受度與

創新的接受度意義差距不大，僅是將焦點更為集中在具時尚意義商品中。 

 

假設推論： 

從上述文獻探討我們可以知道，消費者對於創新的接受程度以及認

知，將影響對於商品的態度。又蘋果的商品大多數兼具流行意念，因此以

流行創新接受度的概念來推敲iPod的使用者，當iPod的使用者流行創新接

受度越高時，對iPod的態度將越正面，並對於蘋果電腦非iPod之商品購買

意願將越高。 

 

假說九：當iPod使用者的之流行創新接受度越高時，對iPod的態度會

越正面。 

 

假說十：當iPod使用者的之流行創新接受度越高時，對蘋果電腦非iPod 

之商品的購買意願將越高。 

 

 

第六節  態度與忠誠度 

一、 顧客忠誠度理論 

Fornell(1992)認為忠誠度是由以下三項因素所結合而成： 

（1）顧客滿意度(Customer Satisfaction) 



（2）轉換的障礙(Switching Barrier)：形成讓顧客不容易轉換供應商的

障礙。 

（3）顧客的聲音(Customer Voice)：重視顧客的抱怨聲音，而設法讓抱

怨的顧客變成忠誠的顧客。 

Griffin.J(1997)指出顧客忠誠度關係到購買行為，滿意卻只是一種態

度而已，其對忠誠度的定義如下： 

（1） 經常性重複購買 

（2） 惠顧公司提供的各項產品或服務系列 

（3） 建立口碑 

（4） 對其他業者的促銷活動有免疫性。 

根據Dick & Basu(1994)定義消費者忠誠度是消費者的相對態度和重複

購買之間關係的強度。認為消費者忠誠度會受到社會規範(social norms)和

情境因素影響。在該研究架構中，公司在管理上必須了解消費者對於公司

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相較於競爭者所能提供產品忠誠的程度如何。 

Griffin(1997)Shoemaker and Lewis(1999)說明產生忠誠度的二個因素： 

（1）企業提供產品或服務的附件(贈品或附加服務)比其他的替代產品

或服務更佳。 

（2）顧客上門再次購買。 

Smith(1997)說明忠誠度在一種情況會產生：「當顧客從你這裡得到他

們真正確實需要的服務，然而這些服務是你的競爭對方所沒有的，並且在

他提及你的時候，如同是在描述他們自己的家一樣。」 

而Oliver(1980)忠誠度被定義為消費者重複購買某一種商品或使用某

一種特定服務，就算是面臨的一些情境改變，也不影響顧客對於該產品（或

服務）未來持續性使用的意願與行為，消費者會受到許多外在環境的因素

影響，形成對於某一種品牌的偏好，然後影響其購買行為。根據Oliver 對

於忠誠度的基本定義，可以將品牌忠誠度分為兩大部分，分別是態度忠誠



度與行為忠誠度，態度忠誠是屬於消費者心理層次的，而行為忠誠則偏向

消費者實際購買行為面。 

圖 2- 2忠誠度組成圖 

態度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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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忠誠 

 

 

 

 

 

Kandampully(1998)提出服務品質上的保證與承諾。企業的承諾可以藉

由服務人員來傳遞，與客戶建立長期良好的關係，並藉由服務的忠誠度，

將可以贏得顧客的忠誠度與信賴。 

Chaudhuri & Holbrook(2001)研究品牌忠誠度的兩個構面-態度忠誠 

與行為忠誠，說明消費者對於品牌的信任度會影響消費者的態度與行為忠 

誠，該模型加入該模型加入享樂價值與實用價值（hedonic value and 

utilitarian value）、品牌差異化（brand differentiation）、廣告量（share of voice）

的控制變數，研究結果顯示品牌信任度與品牌情感（brand affect）對於態

度忠誠與行為忠誠都有影響，購買行為忠誠會增加公司的市場佔有率，而

態度忠誠則會增加市場價格。 

Pritchard,Havitz & Howard(1999)研究結果顯示消費者拒絕改變偏好的

傾向是形成忠誠的前置因素。 Selnes（1993）指出顧客忠誠度包括未來購

買的可能、服務契約的持續、轉換品牌的可能性及正面的口碑宣傳。Koter

（1991）指出品牌忠誠度所代表的重複購買，有助於企業建立競爭優勢。 

    而忠誠度也可以從心理學的歸因理論來進一步說明，歸因指的是消費

者對自己或是他人表現的最佳解釋，解釋事情形成之理由或是推斷其原因

過程，而品牌忠誠度是在消費者解釋行為的過程中形成的。歸因理論包括



自我認知理論（Self-Perception Theory）欲認知失調理論（Dissonance 

Theory），以下便是更進一步的說明。 

（一）自我認知理論（Self-Perception Theory） 

意指消費者在購買一項產品後，會暗示自己喜歡這樣產品，他會想「我

一定是喜歡iPod，不然我怎麼會買呢？」根據Bem（1972）描述，消費者

的態度是觀察他們過去的行為與過去的態度所形成，而由消費者加以判斷

其購買是由於外在因素（促銷）或是內在因素（偏好該品牌）所造成。若

判斷其購買動機是受內在因素所形成，則消費者存有品牌忠誠；若購買動

機是受外在因素影響所形成，則消費者品牌忠誠度會較低。 

（二）認知失調理論（Dissonance Theory） 

該理論是基於認知一致原則。Festinger（1957）描述，當消費者的消

費行為與其認知不一致時，消費者為了降低這種失調的狀況，會改變他們

的認知來支持這項行為。亦即消費者在心理上對某品牌表示偏好，但實際

行為並非忠於該品牌。因此，消費者心裡與行為不一致時，通常他們會改

變心理上的偏好，使其行為獲得合理的解釋。因此，消費者外在的購買行

為表現忠誠，內在心裡的認知會自然調整到與其購買行為一致的情況。所

以首先在行為上忠於該品牌，其次再由心裡面加以認知，則品牌忠誠度於

焉形成。 

從以上可知品牌忠誠度是消費者吸收各種有關產品資訊，對產品信

念、態度加以評估而成。此一過程受到許多相關因素影響，因此可藉由影

響消費者的評估過程，進而影響品牌忠誠度。而Lassar, Mittal and 

Sharma(1995)提出品牌忠誠度是品牌延伸策略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因為

忠誠度將有助於增加消費者對於延伸產品的信心，使得消費者更樂意接受

此品牌的延伸產品。 

 

 



假設推論： 

從上述文獻探討我們可以知道，顧客忠誠度是由產品態度而來，而態

度又是對產品屬性評估後之信念所構成。又延伸品牌和母品牌之間的態度

會相會影響，所以進一步雖然過去主要是針對母品牌的忠誠度做推論，但

在此換以子品牌的忠誠度進行假設，推論對iPod的忠誠度越高，會提高對

於蘋果電腦非iPod商品的態度，所以假說如下。 

 

假說十一：當對iPod之正向態度越高時，對iPod的忠誠度會越高。 

 

假說十二：當對iPod的忠誠度越高，對蘋果電腦非iPod之商品的態度 

將越佳。 

 

第七節  研究架構 

    針對上述文獻內容以及假說，彙整本研究整體模型架構以及假說如

下： 



圖 2- 3 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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