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文研究消費者對於數字性品牌名稱的影響，本章第一節首先藉

由探探討品牌權益的定義與組成，品牌權益一詞在 1980 年代才提出，

然而近年來不論在實務界獲學術界中都受到相當大的重視。而品牌名

稱命名策略對品牌權益之建立，亦有一定程度之影響，因此優良的品

牌命名準則對於品牌權益之建立，就具有重要的地位（林俊謀，1999）。

第二節則蒐集以往對於品牌名稱的相關研究，第三節整理品牌名稱命

名之準則；另外為了界定研究範圍，第四節探討品牌層級的相關研究，

最後一節則整理過去有關數字性品牌名稱之研究。 

 

第一節  品牌權益 

壹、品牌權益之定義 

品牌的概念自工業化的年代就已經存在，直至 1980 年代，品牌權

益(brand equity)開始被提出來，Farquhar(1989)指出品牌權益可以

被描述成品牌賦予產品的附加價值，Myers(2003)指出後繼學者對於品

牌權益的定義多數皆以此為依據，並由不同的角度對品牌權益提出更

深入看法，以下是本研究摘錄一些學者對於品牌權益的看法： 

 

 「產品與品牌共同創造較無品牌產品更多的淨現金流入。」

（Shooher & Weitz，1988） 

 「預期未來能產生之淨現金流入。」（Tauber，1988） 

 「對企業、對貿易，或是對消費者而言，品牌權益可以提供持續

性的產品附加價值。」(Peter Farquhar，1989) 

 「一組與品牌相連結的品牌資產與負債，對消費者而言，品牌權

益就是任何與品牌相連結的名稱、標記，或是由產品或服務所附

加的價值。」(David Aaker，1991) 

 「相對於一可作為比較的新品牌，因過去一年的行銷努力，所導

致對銷貨與利益的影響。」(John Brodsky，1991) 

 「品牌資產包括品牌強度與品牌價值：品牌強度是指部份的品牌

顧客、通路成員與母公司的一組聯想與行為，允許品牌去享有持

續且差異化的競爭優勢；管理者經由戰術與策略上之行動，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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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較好的現在與未來的利益和低風險，而品牌價值即是指管理者

影響品牌強度之能力，所導致的財務結果。」(Srivastava & 

Shocher，1991) 

 「在交易買賣中，可從成功的規劃案或以實施活動的商品或服務

中，獲得可資衡量的財務價值。」(Smith，1991) 

 

學術界對於品牌權益的定義看法不同，由上述定義中可發現其所

涵蓋的範疇大小程度有所不同。舉例而言，部分學者以財務的角度定

義品牌權益（Shooher & Weitz，1988 與 Tauber，1988）。而

Farquhar(1989)與 Aaker（1991）則以行銷的角度定義，首先 Farquhar

採取 Jones(1986)與 Leuthesser(1988)之定義，以行銷的角度切入，

把品牌權益定義為「品牌賦予產品的附加價值」此價值可反映在廠商、

交易獲消費者上，廠商與消費者可共同享有品牌權益，藉由品牌權益

廠商可以創造更多利潤，而消費者可以獲得更多效用與價值，供應商

藉此增加對經銷商的談判力，降低交易成本。根據此定義可發現品牌

權益包含了廠商、消費者以及兩者間所創造的市場機能三方面。而依

照 Aaker（1991）的定義，品牌權益是一個品牌資產與負債的集合，

它與品牌的名稱或符號相連結，可以增加，也可以減少產品或服務的

價值，並同時提供廠商與消費者價值，Aaker 的定義包含了消費者與

廠商兩部分。另外亦有學者整合財務與行銷的觀點為品牌權益下定義

如 John Brodsky（1991） 與 Srivastava & Shocher（1991）。藉由上

述推論可發現品牌權益的定義分為以下三個觀點： 

一、 財務觀點 

二、 行銷觀點 

三、 財務與行銷觀點 

雖然三個觀點的定義出現了不同的觀點，然而一般來說對於品牌

權益的定義大致仍符合一個基本觀念：品牌資產代表著過去在品牌行

銷上投資的結果，即賦予產品的「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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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品牌權益之構面 

品牌權益對於企業而言，是相當重要的資產，品牌權益可以增加

企業的競爭力，提供差異化；擁有品牌權益的公司將可以獲得消費者

的青睞與偏好，如何建立品牌權益便是企業不可或缺的學問。但是品

牌權益如何衡量，品牌權益的來源為何? 

 

Martin & Brown(1990)認為品牌權益包括認知面與行為面，由於

作者認為品牌最終價值還是決定於消費者對此品牌的認知，所以提出

品牌概念(brand impression)代表品牌權益的認知面。並提出五項構

面以衡量品牌概念： 

 

(一) 認知品質(perceived quality)：即消費者對此品牌產品達成產

品本身功能良好與否的認知，消費者認為某一產品優於其他產品

的原因，主要即在於其擁有較強的認知品質。 

(二) 認知價值(perceived value)：消費者對於所獲利益相對於成本

發生的認知。此所指的成本包括：時間、社交考量等，但多數產

品主要成本還是貨幣性成本。 

(三) 品牌形象(brand image)：指消費者對品牌的概念，此概念主要

建立在消費者對品牌的信念上。 

(四) 可信賴感(trustworthiness)：消費者對品牌實際能力是否能與

預期表現相同的認知，亦即值得信賴的品牌一定會提供滿意的表

現。 

(五) 品牌認同感(commitment)：指消費者對一特定品牌所產生的強

烈依戀感。 

 

Aaker(1991)提出組成品牌權益有五個要素，其中包括品牌忠誠

度、品牌知名度、認知品質、品牌聯想、其他專屬的品牌權益，如專

利、商標、通路關係等。分述如下： 

 

(一) 品牌忠誠度：品牌權益的核心部分，用來衡量消費者重複購買

的多寡、對某個品牌是否有特別偏好，提高企業競爭力，降低

競爭者的攻擊，擁有品牌忠誠度成為企業獲利的來源。 

(二) 品牌知名度：要創造品牌知覺涉及到給產品一個身分識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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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識別讓產品與消費者產生連結，增加品牌知名度便可提高

該品牌被列入消費者的考慮集合中。 

(三) 認知品質：指消費者的預期與使用後的差異，也就是消費者所

獲得的認知利益與認知成本兩部分抵換的評價結果。認知品牌

會直接影響購買決策與品牌忠誠度，他也支持價格溢酬與品牌

延伸的基礎。 

(四) 品牌聯想：任何與品牌記憶相聯結的事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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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能幫助消費者處理資訊並協助品牌定位，同時也

是品牌延伸的基礎。 

(五) 其他專屬的品牌權益：其他專屬品牌資產如專利、商標、通路

關係等能夠減少競爭者對企業所擁有之消費者的基礎與品牌忠

誠度的侵略機會，此也就是相對於其他品牌的競爭優勢。 

 

在這五個要素之中，品牌聯想可協助消費者取得或處理資訊、提

供購買理由、創造正面態度或感受、幫助品牌定位與差異化以及品牌

延伸的基礎等角度來替公司創造價值。 

 

由 Aaker（1991）與 Keller（1993）所提出的理論架構可知，品

牌聯想是構成消費者組織品牌知識的重要關鍵元素，也是衡量品牌權

益相當重要的構面。所以不論從何種角度與觀點來看，品牌聯想在品

牌權益中均扮演著一舉足輕重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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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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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其他聯想 

熟悉-喜歡等聯想 

實質/承諾的訊號 

品牌被考慮 

競爭優勢 

藉由加強以下

幾點提供公司

價值： 

 行銷專案

的效率與

效能 

 品牌忠誠

度 

 品牌延伸 

通路關係

降低行銷成本 

通路關係 

吸引新顧客 

 創造知名度 

 保證 

反應競爭威脅時間 

圖 2.1：Aaker 品牌構面圖 

資料來源：Aaker, David A.(1991), Managing Brand Equity, NewYork: The Free Press, 

p.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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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Keller 針對消費者行為，提出以顧客為基礎之品牌資產架構

(Customer-Bases Brand Equity)，以顧客為基礎之品牌資產的定義

是：「品牌認知對消費者在反映品牌行銷活動時，將產生不同影響」，

根據這種以顧客為基礎的品牌資產理論的框架，消費者心中的品牌知

識是創造和管理品牌資產的中心要素。品牌知識是由節點(Nodes)與繫

繩(Links)所"構成的聯想網路記憶模式”(Association network 
memory model)，品牌知識可用兩個構面來描述：品牌知名度(brand 

awareness)與品牌形象(brand image)。其中品牌知名度指的是消費者

在不同狀況下辨認品牌的能力。可由深度與廣度來描述，深度與品牌

認知(brand cognition)及品牌回想(brand recall)的有關，而廣度則

跟消費經驗與消費情形的變化有關。 

 

品牌光是具有高度知名度足以對消費者產生有利的影響，然而品

牌形象對消費者的品牌差異化反應亦具有重大影響。品牌形象是關於

品牌的一種知覺，反應在消費者記憶中的品牌聯想。品牌聯想為記憶

中與品牌結合點相連的資訊性連結點，同時也包含消費者所知的品牌

涵義。換句話說，品牌聯想即是消費者心中對於品牌強烈、有利且獨

特的聯想連結。而 Keller 認為品牌聯想可分為以下三種型態： 

 

(一) 屬性的聯想：屬性是指產品或服務描述性的特性，例如消費

者對產品或服務的看法，而另外依與產品或服務的直接相關

程度區分出：產品相關屬性與非產品相關屬性，非產品相關

屬性包括價格、包裝、使用者型態、使用情境等。 

(二) 利益的聯想：利益指的是消費者賦予產品或服務的個人價值

或意義，換句話說，也就是消費者認為產品或服務所帶來的

功能為何，而利益又依內含的動機區分為三個種類：功能性

利益指產品或服務之實質利益；象徵性利益指的是產品或服

務之附帶利益；經驗性利益即使用產品或服務的感受。 

(三) 態度的聯想：品牌聯想中最抽象且層次最高的類型。品牌態

度極消費者對於產品的整體評價，形成消費行為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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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ler 之品牌知識架構可彙整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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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Keller 品牌知識架構圖 

資料來源：Keller, Kevin Lane(1993), “Conceptualizing, Measuring, and Managing 

Consumer-Based Brand Equity＂, Jourmal of Marketing,5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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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Balaji、Chris、Guangping、Mehmet、Dwane、Joe 與

Ferdinand 等學者整理過去對於品牌權益的文獻發展出另一個 

衡量品牌權益的架構，他們認為構成主要/核心的品牌權益為有三個構

面：認知品質、認知價值/成本、品牌獨特性，而此三項構面會影響消

費者對於支付產品價格溢酬的意願，分述如下 

 

一、 認知品質(perceived quality)：相較於其他品牌，消費者對

於一品牌的整體評價。認知品質較任何特定態度更抽象，而

不同客觀品質，認知品質是消費者對於品牌的情感性評估。 

二、 認知價值(perceived value for the cost)：消費者基於本

身獲得與付出對於品牌效用的整體評估。認知價值/成本包含

「我獲得什麼」(如功能性與情感性效益)與「我付出什麼」(如

時間、金錢、努力)的取捨。 

三、 品牌獨特性(uniqueness)：消費者認為品牌與競爭者不同的

程度。如果品牌相較於其他競爭品牌不具備獨特性，就無法

支持一個較高的價格定價。 

 

下表整理本節所提及的品牌權益構面： 

表 2.1：品牌權益構面整理 

學者 Martin & Brown 
(1990) 

Aaker (1991) Richard、
Balaji…等學

者(2004) 

品牌權益構

面 
1. 認知品質 
2. 認知價值 
3. 品牌形象 
4. 可信賴感 
5. 品牌認同感 

 

1. 品牌忠誠度 
2. 品牌知名度 
3. 認知品質 
4. 品牌聯想 
5. 其他專屬的

品牌權益 

1. 認知品質 
2. 認知價值 
3. 品牌獨特性 

 

小結 

品牌權益不僅是企業的獲利來源，更是市場競爭的利器，目的在

於取得消費者的信任與忠誠，進而產生持續性的購買行為。品牌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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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不論對於廠商或消費甚或整個市場皆能從中獲得較無品牌時

更多的價值與利益，然而構成品牌的元素有很多(Aaker，1991、

Keller，1998、Rowley，2003），Keller 提出品牌元素包括： 

1. 品牌名稱 

2. 商標與標誌 

3. 個性 

4. 標語 

5. 包裝設計 

 

構成品牌的品牌元素很多，本文將僅針對品牌名稱對於品牌權益

的影響，探討台灣消費者對於數字性品牌名稱之品牌權益的認知。 

 

過去學者提出許多品牌權益的構面，本研究整理兩個較為人所知

且經典的代表（Martin & Brown，1990 與 Aaker，1991），以及由

Richard、Balaji…等學者於 2004 年所提出的理論架構，比較以往的

文獻發現，雖然有眾多學者提出品牌權益的架構，然而這些理論與架

構的概念與想法其實是相通的。由先前的各學者對於構面的定義可發

現，各學者所提出的認知品質與認知價值是相似的；而 Martin & Brown

提出的品牌認同感、品牌形象分別與 Aaker 所提出的品牌忠誠度、品

牌聯想有關。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中主要操弄的自變數為品牌名稱，對於受測者

而言，產品與品牌將是一個全新且陌生的組合，在研究過程中，受測

者被告知這將是一個新產品上市前的品牌名稱測試，對於一個新產品

而言，衡量品牌知名度是沒有意義的。由 Aaker 對於品牌忠誠度的定

義可發現，品牌忠誠的衡量跟消費者是否重複購買產品有關，依此定

義，衡量新產品的品牌忠誠度也喪失意義。 

 

綜上所述，本研究對於數字性品牌名稱影響消費者的品牌認知將

包括：認知品質、認知價值、獨特性以及品牌聯想等。另外再加上

Keller 提及品牌聯想中對於態度的聯想，Keller 認為品牌態度是品牌

聯想中最抽象且層次最高的類型。品牌態度極消費者對於產品的整體

評價，形成消費行為的基礎。因此本研究另外加上品牌態度的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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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品牌名稱之研究 

由於本研究主要針對數字性品牌名稱的影響，因此本節首先點出

品牌名稱之重要性與角色，隨後整理過去學者對於品牌名稱之研究。 

 

壹、品牌名稱之重要性 

品牌名稱是品牌最基礎且核心的指標，它是知名度與溝通的基

礎，它能使消費者對品牌產生聯想，品牌名稱可以描述「此品牌是什

麼，且它能做什麼」，換句話說，品牌名稱其實隱含著品牌概念(Aaker 

1991)。 

 

品牌名稱可被視為產品的一部分，對消費者傳達強烈的訊息，成

為消費者購買決策的因素之一。證據顯示出消費者對於某些特定產品

的品牌名稱有其認為較適合的字或聲音（Peterson and Ross，1972)。

品牌的字面意義常會令消費者有特定的聯想，即便是創造出來的字，

如果其中有部分字元有語意上的意義，也會令消費者有特定的影響。 

 

品牌名稱是一個複雜的符號，藉由發音、涵義或是經由它以往所

建立的聯想，品牌名稱能夠代表許多屬性與意義，(Gardner and Levy 

1955)。品牌名稱也是品牌形象的基礎，經過小心且審慎地選擇品牌名

稱能夠替品牌帶來根本且立即的價值(Kohli and LaBahn 1997)。 

 

Kotler(1992)在其“Principle of Marketing＂中提出品牌的重

要功能，其認為將產品冠上品牌名稱，對於購買者、廠商及整個社會

三方面皆有貢獻： 

 

一、 購買者： 

1. 對消費者而言，品牌名稱可為產品品質的代名詞，讓人聯想到

可能的品質及可靠性 

2. 品牌所提供的識別功能及產品訊息，可幫助購買者區別眾多同

質性的產品，以提高消費者的採購效率 

3. 品牌可成為說明新產品特殊品質的基礎，讓消費者注意到對其

可能有用的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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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廠商 

1. 品牌使得廠商在處理訂單或售後追蹤問題上都較為便利 

2. 廠商的品名和註冊商標對產品的自創性有法律保護作用，以免

被競爭者抄襲 

3. 品牌能協助公司培養一批忠誠度高的消費群 

4. 品牌有助於廠商區隔市場 

三、 社會 

1. 藉由品牌廠商的良性競爭，提高產品品質，並提升社會的創

新。有了品牌，便可接受法律保護，防止競爭者模仿，並可鼓

勵生產者發展新的產品功能特色，使產品更具多樣化，提供消

費者更多選擇。 

 

貳、品牌名稱之角色 

前節談論到品牌權益的定義，但是如何將品牌權益傳遞給消費者

便是企業重要的課題，Alexander （1989)提出品牌名稱便是重要的工

具之一，雖然品牌名稱僅是產品外顯屬性之一，且不如內隱屬性那樣

能夠影響消費者。然而在許多時候消費者難以衡量產品的內隱屬性，

此時外顯屬性便成為消費者對產品好壞的重要依據之一(Mazursky 

and Jacoby 1985) 。本研究便是基於此前題下探討品牌名稱對於消費

者的影響。所謂的內隱屬性是指產品的具體及物理性功能，比如說顏

色、造型、容量、馬力…等；外顯屬性指外加在產品身上的，比如說

價格、品牌名稱、產品保證、廣告表現…等。Aaker(1991)提出產品的

內隱屬性與外顯屬性組合成產品的抽象屬性，基於此抽象屬性產生知

覺品質進而形成品牌態度、品牌形象以及知覺價值。由圖 2.3 可看出

內隱屬性與外顯屬性如何影響消費者對於品牌的知覺。 

 

 

 - 15 -



內隱屬性 

外顯屬性 

抽象屬性 認知品質 

認知價值 

品牌態度 

品牌形象 

 

圖 2.3：品牌知覺形式的因果模式 

資料來源：David A. Aaker, “Building Strong Brand.” New York: Free Press1991. 

 

參、品牌名稱之相關研究 

對於事物與其名稱之間的關係，有兩派學者提出他們的看法，一

派稱為 Juliet principle，另一派則為 Joyce principle(Collins 

1977)。前者取名自莎士比亞名劇《羅密歐與茱麗葉》裡面有一段名言

這樣說到「玫瑰不叫玫瑰，亦無損其芳香」，此派理論認為名稱本身沒

有任何意義，只要能經由成功的行銷方式，即便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名

稱也能適用於任何特定的產品。此派理論甚至認為產品給定一個名稱

後，隨著時間的過去，消費者便會覺得產品與名稱越來越適合，消費

者會漸漸習慣某特定產品與某特定名稱的組合。而另一派 Joyce 

principle 是由 James Joyce 所提出，這派理論認為消費者對於不同

名稱都有不一樣的推論，而且對於使用不同語言的消費者，由於語言

發音的不同，因為文化差異所衍生的推論當然也就有所差異。 

 

   Taylor（1963）研究發現以英文為母語者對於字母 G、K 會有「大」

的聯想，而對字母 T、N 則有「小」的聯想。然而以韓文為母語者，對

於字母 T、P 會產生「大」的聯想，而對於字母 J、M 會有「小」的聯

想。因此不同的文化背景對於對於不同的字母會有不同的聯想。 

 

Sapir (1929)與 Dogana(1967)指出某些特定的母音與子音聽起來

會令人產生「較大」的感受，這會使聽者聯想到「較大」的產品。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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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還有學者發現有許多成功的品牌以 C、D、G、K、P、T 作為開頭第一

個字母，而使用這些字母會令人有較高的回憶以及較大的認知。 

 

Peterson and Ross(1972)研究指出對於語文的記憶可能依據本身

的經歷或是文字的發音。他們利用電腦篩選出許多無意義的字，衡量

這些名稱與麥片和清潔劑的適合性，雖然這些字都沒有意義，但是消

費者仍就會認為某些字聽起來就像是麥片，而某些字聽起來就像是清

潔劑，他們宣稱消費者對於特定產品的命名會有先入為主的想法，認

為產品應如何命名，而如此特定的名稱也會加強產品被記憶的程度。 

 

Zinkhan and Martin (1974)測試消費者對於冰淇淋與相機的品牌

名稱態度為何，結果顯示消費者對於「典型」的名字會較「非典型」

的名稱有正面性的態度，實驗結果得到兩個結論，一、某些品牌較容

易做促銷，因為消費者較易記住這些品牌，且認為這些名稱與產品較

為合適。二、如果名稱不適合產品，那麼消費者會轉為中性或是負面

的態度，但是消費者也較不會以既存的產品去推論新產品的屬性。另

外亦有學者(Heath, Chatterjee, and France 1990 )發現當衛生紙的

品牌名稱發音較粗糙、艱澀時，就會使消費者對衛生紙的觸感聯想到

「粗糙」的感覺。 

 

小結 

以上顯示出消費者對於品牌名稱存在著某些既定的看法（Taylor 

Sapir 、Dogana），文獻中亦提及消費者對於特定產品會有其認為適合

的產品名稱，若產品採用非典型的產品名稱，則消費者便會給予中性、

甚或負面的評價，由此可發現品牌名稱與產品的適配度將會影響消費

者對於產品的看法，因此本研究對於數字性產品名稱的研究，除了探

討對於品牌權益構面的影響以外，並研究數字性品牌名稱與產品名稱

的適合度。 

 

 

 

 

 - 17 -



第三節  品牌命名之準則與程序 

Kohli 與 LaBahn（1997）根據 Shipley、Hooley & Wallace(1988)

研究品牌命名的程序，藉由蒐集美國品牌經理人品牌命名的實務經

驗，首先他們提出企業在考慮品牌命名時的目的： 

 

1. 傳遞定位 

2. 建立產品差異 

3. 建立獨特區隔 

4. 建立獨特形象 

5. 識別 

6. 易於註冊 

 

另外整理出幾項行銷人員對於品牌命名的準則，依重要程度分述如下： 

 

1. 與產品的相關性 

2. 涵義 

3. 整體喜好度 

4. 容易認知的程度 

5. 獨特性 

6. 容易回想的程度 

7. 與公司形象的一致性 

8. 易於註冊 

9. 易於發音 

10. 與既存產品的一致性 

11. 負面涵義 

12. 適用於其他產品的彈性 

13. 容易轉換成其他語言 

 

Kohil 與 LaBahn(1997)指出選擇一個適當的品牌名稱對於管理人

員而言是相當重要的課題，大多數行銷管理人員認為品牌名稱是一個

全靠他們本身的努力，不需要在任何廣告的協助下，而能影響銷售量。 

另外在Kohil與 LaBahn之前也有幾位學者對於品牌命名原則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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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一般來說，好的品牌名稱應具有下列四個條件：(Kinnear & 

Bernhardt, 1990) 

 

1. 應易於認知，便於與其他同業之產品分辨 

2. 應能說明產品特性或功能 

3. 應能傳達該產品的重要品質特點 

4. 應易於記憶極易於發音 

 

Aaker(1991)認為品牌名稱應該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1. 容易學習與記憶：當品牌名稱是不尋常、有趣的、有意義的、

情感性、容易發音、容易拼寫或是包含視覺形象 

2. 與產品種類有關：如此可以提高品牌名稱的回憶程度，增加

品牌名稱未來的適用性 

3. 符合標誌與標語 

4. 隱含必要聯想，避免無聊瑣碎 

5. 避免不必要的聯想：品牌名稱應令人感到可靠、可信、舒服，

避免提高錯誤期待 

6. 獨特性：避免與競爭者品牌混淆 

7. 合法性：法律上可使用，且受到法律保護 

 

雖然西方學者對於品牌命名的原則提出許多看法，然而西方品牌

命名的標準卻不能完全適用於中國(McDonald & Roberts，1990)。因

此日後許多學者便針對中國地區(Huang & Chan, 1997；Oliver & 

Kwok，1990；Pan，1994)對品牌命名存在著特殊要求；另外民俗禁忌

與宗教信仰也對數字、顏色等有特別要求。Huang 與 Chan(1997)將命

名原則分為三個構面，分述如下 

 

行銷構面 

1. 表明產品利益 

2. 可廣告促銷、具說服力 

3. 適合商標包裝 

4. 符合公司與產品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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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構面 

1. 可合法使用的名稱 

2. 競爭上有獨特性 

 

語言學構面 

A. 語音學的要求 

1. 容易發音 

2. 聽、讀悅耳 

3. 一種發音方式且出口時可以其他語言發音 

B. 語形學的要求 

1. 簡短 

C. 語意學的要求 

1. 正面、無負面與攻擊性涵義 

2. 時尚、現代，合乎時宜 

3. 可理解且易記億 

 

西方文獻對於品牌命名提出不少原則，然而國內對於此部分著墨

甚少，林智新(1983)在《品牌春秋》一書中曾提出品牌命名七原則： 

 

1. 簡短有力，發音容易：品牌名稱不宜過長，以三個字或兩個字為宜，

而且易寫、易念，原則上，應只有一種發音方法，並要注意千萬不

能有不雅或忌諱的諧音。 

2. 易於認識與記憶：力求突出而不落俗套，期使消費者能一目了然，

過目不忘 

3. 能夠表現或暗示產品的功能：產品功能宜用暗示為佳。如用明示，

應注意務使自己的品牌太接近於類名(generic term)；即產品名稱

應避免「一般化」而成為通用名詞，例如 Sony 的卡式立體收音機

Walkman。 

4. 能適合將來新增產品的發展：也就是考慮到將來家族品牌的運用，

命名不能失去往後品牌延伸的彈性。 

5. 適合目標消費者的意向：依商品定位與市場區隔的行銷觀點，品牌

命名自當迎合目標消費者之喜好，否則自當事倍功半。 

 - 20 -



6. 應力求特色，不與他人雷同、近似：不論是其他種類的產品，或是

同一類型產品的品牌，原則上，都不宜與之近似、雷同，以建立自

己品牌的特色。 

7. 可依法註冊，取得商標專用權：品牌的使用，在法律上以申請註冊

並取得註冊商標專用權為必要條件，因此，在好的品牌名，如果不

能獲准取得註冊商標，皆屬枉然。 

 

小結 

本研究藉由整理品牌名稱的準則，嘗試瞭解企業為先產品命名的

考量以及企業採用數字性品牌名稱的可能理由，表 2.2 整理過去學者

提出的品牌命名準則。 

表 2.2 是企業命名時考量的準則，然而是否為企業採用數字性品

牌名稱的理由，須再詳加探討，本研究將再收集相關文獻印證上述準

則，另一方面也將藉由焦點團體訪談瞭解消費者對於企業採用數字性

品牌名稱的認知與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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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數字性品牌名稱之研究 

壹、數字性品牌之介紹 

目前許多公司與企業在推出產品時，不再使用具有意義性的品牌

名稱，而異於往常地使用不具意義性的字眼，這當中就包含了數字性

品牌(alpha-numeric brand names)─品牌名稱裡包含一個或數個數

字，數字可利用阿拉伯數字形式(如＂10＂)或是書寫方式(如＂ten＂)

產生數字性品牌名稱(alpha-numeric brand names)。數字性品牌名稱

包含可推論或是無意義的組合，其中包括字母與阿拉伯數字的組合(手

機，W 900 i)，單字與數字的組合(汽水，7 up)，或者是單字與書寫

數字的方式組合而成(女性服飾 Miss Sixty)。 

 

所謂的數字性品牌名稱(alpha-numeric brand names)包含了名稱

裡面的數字部分也包含了名稱裡面非數字的部分。例如：BENZ S320，

一般人可能認為「BENZ 」理所當然被視為一個品牌，但「S 320」這

個部分僅被當成是產品的型號而已，要冠上「品牌」這兩個字卻稍嫌

不夠資格。然而對於這種說法，Pavia(1993)提出兩點看法，第一、品

牌是用來辨別產品，然而如果只有 BENZ 這個品牌名稱，絕對無法提供

消費者足夠的資訊辨認產品，唯有加上 S 320 才能讓消費者輕易辨認

出產品。第二、如果有其他家公司採用 S 320 的品牌名稱也許就會使

消費者產生混淆，甚至有證據顯示型號也能夠提供許多無形價值，例

如消費者認同等，因此有些公司甚至會將此型號加以註冊，尋求法律

的保護。 

 

台灣科技產業的發達，科技產品日新月異的速度，廠商一方面為

了搶得市場先機，另一方面為了節省命名的成本，越來越多高科技性

產品使用數字性品牌名稱，然而市面上，非但是科技性產品，許多消

費品也採用數字性品牌，例如：服飾品牌 Miss sixty、七七乳加巧克

力、7 up 汽水、Levi＇s 501…等，例如：。這種數字性品牌名稱的

命名已漸漸儼然形成一股新趨勢。Boyd(1985)認為造成數字性品牌名

稱盛行的原因可歸納為下列幾點： 

(一) 科技發展 

科技語言常會藉由符號、字母、數字來作為科技產品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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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科技的演化與發展，漸漸地在市面上也可以發現許多產品

也以這樣的形式出現，而且消費者也能接受某些編碼其實是代

表著不同層級的科技意涵。 

 

(二) 缺乏新字 

存在於牛津字典上的字，大多數都已註冊為專有的商業名稱，

因此廠商往往會自行創造新字，但這樣的動作卻讓廠商的成本

大為提高，例如 Exxon 公司光為了命名這個品牌名稱便花費一

百萬美元的代價。如果不想自行創造新字，另一個較便宜的做

法便是使用數字性品牌名稱 

 

(三) 市場區隔 

隨著市場區隔越來越專業化與複雜化，以往一個產品就可以打

進大多數的市場已不復存在，現在同一款產品為了不同市場區

隔需求而稍加改變成為不一樣的產品，這種做了點小改變的產

品便加上數字性名稱以便於不同市場需求的消費者，區分不同

的產品，這樣的狀況在汽車業中屢見不鮮。 

 

(四) 生命週期較短 

由於科技的發展日新月異，產品汰舊換新的速度快速，與其替

產品尋找或發展一個產品名稱，基於可行性與成本的考量，採

用數字性的產品名稱成為廠商的另一項選擇。 

 

(五) 名稱延伸 

由於產品生命週期縮短，再加上產品的多樣化，許多廠商會避

免每一個產品都取一個名稱，公司品牌名稱也不會產生稀釋效

果。採用公司品牌延伸的效果可避免每一個產品都取一個名稱

導致消費者混淆，稀釋公司名稱所帶來的利益，因此使用數字

性品牌不但可以維持公司品一致的品牌個性，而且享有公司品

牌的知名度。 

 

(六) 多國產品行銷 

隨著國際化與全球化的發展，許多產品市場已不侷限在單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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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但是跨國的品牌行銷，就會遇到語言轉換的問題，但是使

用數字型品牌名稱就能減少這種跨文化的行銷問題。 

 

另外 Boyd(1985)另外也將英文與數字性的品牌名稱分為九種類

型，分述如下： 

(一) 縮寫 

品牌名稱可能代表的公司的縮寫，例如許多知名服飾品牌例如

CD 代表著 Christina Dior，CK 代表 Calvin Klain，另一方面

也可能代表著某些單字的縮寫，例如 S 常用來代表 Super 的意

思，而 E 也常作為 Economy、Extra 甚或是 Electricity 的縮寫。 

 

(二) 公司內部編碼 

有許多產品未成功研發正式上市前，公司內部為了區隔不同的

產品常會採用編碼的方式，這種情況多見於需要長久時間研發

過程的產品，有些公司甚或就以原本公司內部的編碼作為產品

的名稱。 

 

(三) 存貨編碼 

許多工業品為了便於存貨的分類與管理常會採用英文加數字的

編碼方式，這樣的編碼方式也有利於與通路廠商之前的溝通。 

 

(四) 品牌延伸 

為了複製原本成功的數字性品牌名稱，許多廠商再推出進化或

改良版本時，也會採用英數型的品牌名稱，例如波音公司從 707

開始，就有一系列噴射客機都採用數字性的品牌名稱，如

727,737,747,757…等。 

 

(五) 直接的象徵意義 

名稱可以直接代表產品的性質或型態，而且並不一定是代表產

品的科技性屬性，有時可能僅代表營業時間，例如 7-ELEVEN 便

利商店。有些時候公司也會以產品推出的年度做為產品名稱，

例如在公元 2000 年做為產品名時，有許多產品名稱皆包含 2000

這個數字。 

 - 24 -



 

(六) 技術性象徵 

許多科技性產品會以英文與數字性名稱來代表產品的功能與規

格。市面上也常看到許多科技性產品名稱使數字性品牌名稱可

能代表某地點用數字來代表性能或輸出量，另外也常會冠上產

品零組件的英文縮寫作為產品名稱。 

 

(七) 迷信 

許多公司會利用消費者對於某些數字與字母的迷信，選擇消費

者認為會帶來好運的名稱。例如在西方社會裡數字 7 被認為會

帶來好運，字母 X 則被認為具有改善、進化的意義。 

 

(八) 科學迷思 

有些產品為了讓消費者認為具有高科技成分，擁有獨特的配方

等想法，常會使用英文與數字性的名稱。例如潘婷 Pro V、活妍

13 等。 

 

(九) 非理性 

許多人對於數字型品牌的理由感到不以為然，這些人認為數字

型品牌會令人認為產品的科技複雜性很高，使人感到不自在。 

 

Pavia(1994)整理美國市場上的商品名稱，提出數字性名稱在品牌

名稱中所扮演的七個角色 

(一) 與產品屬性有關：這是最常見的使用方式，廠商利用數字性

品牌強化消費者對於產品的認知，例如美國一童裝品牌 TWO 

FEET TALL。 

(二) 產品線延伸：當企業跨足到別的產品時，利用數字來延伸既

有品牌名稱。 

(三) 同一系列的產品：代表產品的更新與改良，例如：PS 2,PS 3。 

(四) 同音異字：利用數字與單字的諧音，例如：I.C.U.2 

(五) 英文習慣用語：有時候會使用數字性品牌名稱是取自英文的

習慣用語，例如：KNIT ONE PURL TWO。 

(六) 表示特定的時間或地點：藉由數字來代表特定的時間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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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例如：7-eleven。 

(七) 符號象徵：數字全然不代表任何意義，而僅僅是個符號象徵

而已。 

 

貳、數字性品牌的相關研究 

關於 alpha-numeric 的研究較少，但還是有學者提過對於盎格魯

隡克遜人對於數字的迷信(de Lys 1957; Lasne and Gaultier 1984 )；

對於數字的情感、宗教、符號等意義(Knapp and Chen 1964)。一般而

言，他們發現較小的數字，如 1,2,3 會令人有簡單、完整、薄弱的感

覺，而大於三的數字會令人有平順、有力量、複雜、陽剛的感覺；而

偶數則象徵著平順、陰柔，奇數則象徵幸運、力量。而「3」在西方文

化中是一個神聖、不可侵犯的數字，隱含基督教三位一體的聖神，代

表崇高的力量，許多政府組織也常用三個字母為縮寫、簡稱，如 FBI、

CIA 等，企業也喜用三個字母來暗示組織擁有品質與商業敏銳度。 

 

另有學者(Battig amd Spera 1962; Cochran and Wicken 1963)

針對 1 至 100 的數字做研究，結果顯示有幾個數字容易被聯想，分別

是 100、1、0、2、13，而這些數字可能對個人會有另一層附加的意義。

Hull(1975)研究發現，相較於僅以隨機字母構成的編號(如 hfapi)，

隨機以字母再加上數字構成的編號(如 dah12)較能被記住。 

 

Pavia & Costa (1993)研究數字性品牌名稱，他們首先展開大規

模的焦點團體訪談，探索消費者對於數字性品牌的看法，接著進行虛

擬數字性品牌的自由聯想：讓受測者看虛擬數字性品牌之後，回答他

們認為哪些產品適合此品牌。研究結果發現：當產品屬於科技性、系

統性或力量性時，消費者認為這樣的產品較適合使用數字性品牌；而

產品屬於較艱澀、粗糙時，消費者偏好發音較艱澀的單字；當消費者

預期產品具有速度感與複雜性時，則使用 Z 會較 A 來得適合；然而數

字位數較長時，產品的科技性、系統性、化學性與力量性的感受並不

會因此增加；屬於不適用數字性品牌名稱的產品，數字部分的書寫方

式不同也不會令消費者認知不同，然而作者也對此部分提出解釋，作

者認為書寫方式不造成影響的原因可能是受測產品為內衣的關係，由

於自由聯想的結果中顯示，內衣是個相當不適合使用數字性品牌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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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品，因此不論書寫方式為何，消費者依舊認為不適合，因此統計

結果不顯著。 

 

Pavia(1994)進行一項一般消費者對數字型品牌名稱知覺的探索

性研究，利用郵寄與電話訪問的方式詢問受訪者認為 Dehax、

Aluster、Dehax 3000、Aluster 4000 等四個品牌名稱適合什麼樣的

產品，結果發現數字型品牌名稱容易讓人產生技術性(technical)、系

統性(formulated)、化學性(chemical)等聯想，這些屬性都暗示著受

訪者對於數字型品牌名稱會產生「科技性」產品的聯想，雖然個別品

牌的知覺會受某些因素影響，包括名稱的視覺感受、實際使用的數字、

以及伴隨數字而構成的品牌名稱的字彙或字母等。 

 

林俊謀(1999)針對台灣消費者研究結合數字與中英文品牌名稱對

產品及品牌態度影響效果，主要實驗產品分為功能性產品與情感性產

品，結果發現功能性產品在數字符號表現型態上有顯著差異，但在情

感性產品上則較無顯著差異。受測者對於中文名稱有較高的評價，而

產品名稱不論以中文或英文方式呈現，加入一位數字或不加入數字之

評價，均顯著優於加入三位數字之評價。 

 

Ang(1996)研究中國消費者對於數字性品牌的看法，試圖找出哪些

數字與字母是受到中國消費者所喜愛?當品牌名稱採用這些數字時，消

費者對於產品的認知是否會受到影響？他首先指出中國人對於數字的

既有信念，中國人認為數字「陰」、「陽」有別，偶數為「陰」，奇數為

「陽」，多位數時人們偏好奇、偶平衡的數字，且人們認為數字會影響

他們的命運。而研究結果顯示，中國人對於特定數字與字母所代表的

幸運程度有差異，他指出字母 A、S 與數字 8 的幸運程度較高，而字母

F、Z 與數字 4 的幸運程度較低，中國人認知數字 8 幸運程度高是由於

「8」與「發」的諧音關係，而數字 4 幸運程度低是因為「4」與「死」

的發音相近的關係。中國人對於字母的幸運程度則因為個人教育程度

與字母順序而有差異。另外他也發現當品牌名稱使用幸運程度較高的

數字或字母時，消費者的認知品質、偏好程度也會較高，然而數字的

影響程度又較字母顯著，可使消費者認為該行銷策略較成功，產品較

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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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數字的意義 

數字所代表的意義 

數字 意義 

1 

2 

3 

 

 

4 

 

5 

6 

7 

8 

9 

10 

代表統一、一切事務的開始 

象徵二元互補性。例如日、月，男、女 

代表成長，因此象徵幸運的數字。中國傳統文化中相信，

許多事物都是由三個基本元素所組成，例如：天空(日、

月、星辰)、人(精、氣、神)。 

發音與「死」相近，因此不受歡迎。 

代表平衡，因為其位置區中。但若以廣東話發音，則與「無」

同音 

被認為能帶來幸運 

代表確定的意思。另一方面則會令人聯想到喪禮。 

代表幸運，因為其發音近似於「發」 

代表長壽 

由於是最後一個數字，因此象徵完整的意思。但是被認為

是不幸運的數字，除非與 6 或 8 的數字結合。 

資料來源：Swee Hoon Ang (1996),“Chinese Consumers＇ 

Perceptions of Alpha-numeric Brand Names,＂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31-47. 

 

小結 

過去研究都顯示出消費者會基於品牌而對產品做推論，但是實際

的來源還是非常模糊，其推論來源可能基於聲音、其他類似名稱的產

品、名稱內的組成、或是對於名稱的情感性反應，又或是基於以上這

些因素的交互結果。儘管品牌形成第一印象，但是有效的行銷與促銷

活動還是能成功發展消費者的其他信念。當新產品與舊產品有強烈的

差異時，使用與產品適配度不高的名稱的確會帶來有利的結果。然而

若起初品牌就已吸引消費者，那麼之後的行銷努力也會因此被強化。

(Pavia & Costa, 1993) 
 
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將主要參考 Pavia & Costa 與林俊謀的研究架

構與假說而發展。在林俊謀的研究中顯示位數的長短會影響消費者的

 - 28 -



知覺，雖然在 Pavia & Costa 的研究結果顯示數字性品牌名稱的位數長

短與書寫方式沒有得到統計分析的支持，然而除了作者所提出的解釋

外，本研究根據林俊謀的研究結果判斷文化的差異也有可能造就不同

的結果，因此本研究仍將以位數長短與書寫方式兩個變數作為主要的

操弄變數。 

 
另外為了單純審視數字性品牌名稱之效果，避免受到後續行銷活

動的影響，本研究的實驗設定為新產品上市前的名稱測試。另外也要

檢視操弄不同的呈現方式彼此之間是否有交互作用，而此結果又將提

供什麼行銷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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