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焦點團體討論常用於瞭解閱聽人或消費者態度和行為的研究方

法。本研究主要藉由焦點團體與文獻探討發展研究架構與假說，其次

藉由實驗設計法來驗證研究架構與假說，主要目的是探討消費者對於

數字性品牌名稱認知上的影響。此外，Morgan(1988)對於探索一項較

新的研究領域或方向，焦點團體具有其優勢，而且焦點團體討論用在

探索性研究上，可使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擴大探討範圍、具體面向、

深入情感、認知、評價意義。以下首先整理出焦點團體訪談結果，接

著便針對實驗研究過程與實驗設計方法加以說明。 

 

第一節  焦點團體訪談 

由於國內對於品牌名稱的研究甚少，因此針對數字性品牌名稱的

研究更是寥寥可數，整理國外文獻雖然提供本研究的一些研究方向，

但是許多文獻資料距今已年代久遠，研究結果恐不合時宜；另一方面，

中西文化的差異可能也會使得國內外的消費者認知有所差異。據此，

本研究利用焦點團體訪談彌補上述缺失，並藉以提供本研究更有力的

結果。 

 

壹、 焦點團體訪談研究設計 

深度訪談可分為「結構型」、「半結構型」、「無結構型」。結構型訪

談是研究者按照事先設計好、固定結構的統一問卷進行訪談，在此種

訪談中，選擇訪談對象的標準和方法、所提的問題、問題的順序及記

錄方式都已標準化，研究者對所有訪問者都按照同樣程序提問；半結

構型訪談中，研究者對訪談結構具有一定的控制，但也允許受訪者積

極參與，通常研究者事先準備訪談題綱，根據自己的研究設計對受訪

者提出問題，但訪談提綱只作為一種提示，並根據訪談的具體情況對

訪談的程序與內容進行調整；無結構型訪談沒有固定的訪談問題，研

究者鼓勵受訪者用自己的語言表達看法（陳向明，2002）。 

 

    本研究採取的是半結構型訪談，在進行訪談之前，本研究草擬概

略的訪談問題，實際上則以受訪者對於問題的偏好與回答的內容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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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訪談問題主要為： 

1. 瞭解受訪者對於數字性品牌的想法 

2. 受訪者對於數字性品牌名稱不同呈現型態的看法 

3. 對於虛擬數字性品牌名稱的看法 

焦點團體訪談提綱如表 3.1： 

 

表 3.1：訪談題綱 

1. 主要探討受訪者對於數字性品牌名稱的想法 

a. 有無聽過這種產品？ 
b. 有無購買過這種產品？ 
c. 對於這種品牌的看法？ 
d. 企業為何想要採用數字性品牌名稱？ 
e. 對於市面上數字性品牌適配性如何，認為什麼樣的產品適合數

字性品牌名稱，什麼產品不適合？適合的原因與不適合的原

因？ 
f. 認為產品使用數字性品牌名稱的優缺點？ 
g. 對於數字或字母的組成有何看法？ 

2. 對於數字性品牌名稱的不同呈現型態的看法 

1. 對於數字大小與長度是否會帶來不同的態度與想法？ 
2. 不同的字母是否象徵不同的意義？ 
3. 對於書寫方式不同（數字以阿拉伯數字或英文單字書寫）的看

法？ 
4. 其他數字性品牌名稱呈現方式是否存在不同看法？ 

3. 對於虛擬數字性品牌名稱有何看法（自由聯想 free association）

a. 看見此虛擬品牌名稱會聯想到何種產品？ 

b. 對於虛擬數字性品牌的認知為何？ 

註：虛擬品牌參照 Pavia(1994)所使用的名稱：Dehax 3000；

另外配合本研究需要衍生下列品牌名稱：Dehax 3、D 3、D 3000

等，在訪談過程中視需要改變品牌名稱的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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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訪談對象 

Wimmer & Dominick (1991)為焦點團體討論下的定義是由六至十

二人同時接受訪問，由主持人引導他們針對某個主題互相自由討論。

而焦點團體的成員在實際運作上必須在某些重要的層面具有相似性。

這種同質性取決於該研究的目的。其特點是受控制的集體討論，一般

用來蒐集有關研究計畫的初步資料，以利問卷形成，或找出某種特殊

現象背後的原因。據此，由於本研究未來發放問卷的地點將以大學校

園為主，因此焦點團體的成員以二十至三十歲的學生或是剛離開校園

的社會新鮮人為主。 

 

本研究共舉辦兩場焦點團體訪談，所有成員皆未參加過任何焦點

團體的經驗，並且並無修習過任何行銷議題的課程。焦點團體成員基

本資料如： 

 

表 3.2：第一場焦點團體成員基本資料 

成員 性別 年齡 就讀系所 

蔡 1 女 23 統計系 

蔡 2 男 21 生物科技系 

蔡 3 男 22 材料系 

陳 男 22 園藝系 

李 男 25 應用數學系 

盧 男 20 經濟系 

許 女 23 歷史系 

王 男 28 會計系 

黃 男 21 會計系 

  

表 3.3：第二場焦點團體成員基本資料 

成員 性別 年齡 職業 

陳 女 24 秘書 

周 男 25 軍人(國防役) 

林 男 30 電子業 

李 1 男 24 保險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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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 2 男 25 學生(經濟系碩二) 

楊 男 23 待業中 

蔡 女 24 音樂學系研究所 

張 男 26 金融業 

 

參、 訪談結果 

本研究共計施行兩場焦點團體訪談，詳細訪談內容請見附錄三，

本研究將訪談內容分為以下幾個部分：一、受訪者聽過市面上使用數

字性品牌名稱的產品，二、受測者任何適合使用數字性品牌名稱的產

品，三、受訪者認為廠商使用數字性品牌名稱的理由，四、受訪者認

為數字性品牌名稱象徵的意義，五、受訪者對於數字性品牌名稱的品

牌聯想，以上五點分述如下： 

 

一. 受訪者聽過市面上使用數字性品牌名稱產品 

下表為受訪者提及市面上採用數字性品牌名稱的品牌。 

表 3.4：受訪者提及的數字性品牌 

種類 市面上品牌 

零食 77 乳加巧克力 

日常用品 566 洗髮精、五月花衛生紙 

香菸 Seven mild 
保養品、化妝品 SK II、Q 10、活研 13 

百貨商場 101 大樓、98 大樓、新光三越 A7、A8、A9 館等、

餐飲連鎖店 三媽臭臭鍋、五十嵐、壹咖啡、85℃ 

便利商店 7-eleven 
服飾 Levi’s 501 牛仔褲、503 牛仔褲、And 1、5th street

牛仔褲、G 2000、U2、H2O 

藝人團體 F 4、4 In love、七朵花、5566、五月天 

汽機車 賓士 S320、peugeot 206、BMW 500、Mazda 3、

Mazda 6、三陽 

手機 i 1200、Panasonic GD 68、Sony Ericsson W800i、

V 3688、8850、8210、GD 92、GD 90 

公司品牌 3M、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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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料 八八坑道、7 up 

人力銀行 104、1111 

數位相機 SONY T9 

筆記型電腦 ASUS M5、ACER travelmate 3000 

 

   受訪者提到市面上採用數字性品牌名稱的產品有許多，所提及的品

牌也遍及所有品牌層級，然而為了避免不同層級比較的基礎不一致的

情形，本研究將在衡量變數一節中，探討品牌層級的定義，並藉此在

同一品牌層級的範圍內挑選出適當的代表性產品。 

 

二. 受測者認為適合使用數字性品牌名稱的產品 

(一)、 科技性產品：多數受訪者對於 3C 產品、資訊產品等科技性產

品採用數字性品牌名稱表示認同，許多受訪者提及，由於不斷

變化的數字，會令消費者認為其代表著產品的演變與進化，代

表不同版本、或功能的差異。 

 

訪談記錄 

「3C 產品競爭環境激烈，產品種類繁多，所以為了方便溝通，所

以用數字性品牌」 

 

(二)、 推陳出新的產品：受訪者提及當產品同質性較高，產業競爭激

烈，產業環境變化快，較適合使用英文加數字的產品名稱，因

為此種產品汰舊換新的速度快速，如果每推出一個產品廠商便

重新命名一次，這樣可能使得產商成本增加，而且亦不方便消

費者記憶。 

訪談記錄 

「……針對同一系款的（科技）產品，同一個產品，它同一個系

列都會採用同一個數字，它用同一個模組，之後推出的產品，它

用相似的外觀，然後換掉其內部的東西，提升它的效能，因此它

就會使用同一個數字或同一個字母作為開頭…」 

 

「………通常像廠商在研發（電腦軟體）的時候，通常是在小數

點前面代表大版本的更換，那比如說，現在如果只是做小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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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會只改後面的數字」 

 

(三)、 技術新穎、具未來感的產品：產品較新穎、市面上少有或是以

往市面上並未出現則較適用使用英文加數字的命名方式。受訪

也提到，此種命名方式可能不受產品類別的拘束，受訪者認為，

未來任何產品都可能採用此種命名方式。換句話說，當廠商欲

塑造產品具有未來感、新穎的感覺時，便可使用英文加數字的

產品名稱。 

訪談記錄 

「看到這些數字，我很難去跟任何產品做聯想，因為我覺得即便

是麵包之類的食品，它搞不好也能夠使用數字性名稱，搞不好在

不久的未來就有八號麵包、十號果汁之類的東西，我覺得任何數

字組合都有可能出現，只要數字出現就會讓我覺得這個產品是具

新穎、有未來感的」 

 

(四)、 當地化傳統的產品較不適合：受訪者認為具有當地化或者是傳

統的產品較不適合使用英文加數字的品牌名稱。然而若能賦予

某種意義，也會使得適合度較高。 

訪談記錄 

「醬菜，你覺得會用到數字嗎？大茂黑瓜，用到數字你會覺得好吃

嗎？…不知道，感覺就是不太好吃，也許他的製作方法是比較當地

化的產品、或者是古老、傳統的，我就覺得不適合。」 

 

「另一方面我覺得如果說項這類傳統產品使用數字性品牌名稱，它

如果能賦予一些意義，那麼我可能就比較能接受，比如說什麼「健

康九九」的食品。」 

 

Pavia(1994)的研究中顯示受訪者對於數字型品牌名稱會產生「科

技性」產品的聯想，受訪者亦提及科技性產品較適合採用數字性品牌

名稱。基於以上這些理由，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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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相較於低科技性產品，消費者對於高科技產品採用數字性品

牌名稱擁有較高的品牌態度、品牌適合性、認知品質、認知價值、獨

特性 

 

三. 受訪者認為廠商使用數字性品牌名稱的理由 

(一)、 好記、好唸，取其諧音公司內部規類或分類的方便：公司為了

管理庫存、維修產品以及電腦 key in 的方便因而使用英文加號

碼的命名方式。 

訪談記錄 

「這樣的組合是最好的，而且以電腦輸入而言，這樣是電腦可以

接受的東西」 

 

「……就會讓我想到我們的身份證，第一個英文字母代表你住在

什麼區域，第二個數字代表你的性別，其實這種數字的編排方式

就是為了好辨別」 

 

(二)、 品牌聯想：令消費者可對品牌名稱有某種特定的聯想或者數字

性名稱隱含某種特殊意義、代表某種歷史意義等，如此將提高

品牌的回想度與記憶。 

訪談記錄 

「…它可能起初在取名字時，它會賦予某種意義，讓消費者容易

記住，比如說，壹咖啡它讓人感覺它是第一，7-eleven 營業時間

是七點到十一點，所以我覺得會使用數字，是因為好記，還有它

可能具備某種商業涵義…」 

 

(三)、 與消費者的溝通性：廠商為了方便與消費者溝通因而採用英文

加號碼的命名方式，此方式加速了交易的進行。 

訪談記錄 

「消費者在找褲子的時候，他可能已經設想他要買什麼樣的褲

子，比如說他要直筒或者是喇叭，他可以直接跟店員說我是要找

501 或 503 系列的褲子」 

 

「他們客服為了方便，因為他們可能不只賣一種產品，如果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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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數字性品牌應該可以節省許多時間，便於雙方溝通，而且維修

人員也不見得什麼都懂，但是藉由數字我可能很快就查到相關資

料」 

 

(四)、 國際行銷：英文與數字可說是全球共通的語言，跨國公司若有

將產品推向國際市場的野心，則使用英文加數字的品牌容易與

消費者溝通，也節省了品牌名稱翻譯的成本。 

訪談記錄 

「因為數字與英文可以說是全球共通的語言」 

 

「國際產品它會使用數字品牌，是因為比如在台灣分公司，要把

產品資料送到美國去，如果用中文的品牌名稱，那可能國外就不

曉得在幹麻」 

 

「應該說是使用全球通用的語言，比如說英文及阿拉伯數字。…

所以與其用金門高樑，我倒不如使用八八坑道囉！」 

 

四、受訪者對於不同數字性品牌名稱的呈現方式有何看法 

藉由文獻探討發現，消費者可能會認為數字性品牌隱含某些意

義，消費者對於數字性品牌名稱可能產生某些聯想，此部分主要探討

消費者對於數字性品牌名稱的品牌聯想為何，進一步瞭解不同的呈現

方式是否也具有不同的象徵意義。 

 

(一)、 英文字母與數字的順序（例如：D 3000、3000 D）： 

受訪者提及對於英文與數字的不同他們會有不同的感受，英文字母在

前擁有較高的評價。 

訪談記錄 

「（英文字母）放在前面讓人感覺比較有質感、份量較夠、價值較高，

你如果放在後面我感覺就會有點遜」 

 

藉由以上的結果本研究推論，消費者對於英文與數字順序的呈現

方式不同，可能存在不同的看法，英文字母在前的似乎擁有較高的品

牌權益，而英文字母在後的品牌權益則較低。於是得到以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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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不論產品科技性程度為何，相較於數字性品牌名稱的順序為英文

在後、字母在前的呈現方式，採用英文在前、數字在後的呈現方式擁

有較高的品牌態度、品牌適合性、認知品質、認知價值、獨特性。 

 

(二)、 數字部分的書寫方式（例如：阿拉伯數字 D 3、英文單字 D 

three、羅馬數字 D III 等）： 

受訪者提及當品牌名稱以阿拉伯數字書寫，則令人較易接受，因

為阿拉伯數字是全球共同接受的數字表記符號，即便是教育程度不高

的消費者也能輕易辨別；然而相較於阿拉伯數字，採用英文單字或羅

馬數字的方式，消費者認為產品擁有較高的評價，受訪者認為產品擁

有較高的質感、價值與品質等。 

訪談記錄 

「阿拉伯數字的方式可能讓人家覺得比較普通而且熟悉吧，比較常

見，而英文單字的方式可能有些人看不懂，較難以接受，不過感覺上

阿拉伯數字比較適合用在科技性產品，英文單字比較適合用在非科技

性產品；另外像羅馬數字比較少用，SKII，物以稀為貴吧，你看 SKII

其實價位也不便宜，現在可能保養品比較普遍，如果是以前 SKII 可能

不是一般人可以用的起的」 

 

藉由以上推論以及 Pavia & Costa (1993)所提的假說，得到以下

假設： 

 

H3a：當產品為高科技性產品時，相較於數字性品牌名稱之數字部分

採用英文單字的書寫方式（written form），阿拉伯數字的書寫方式

(digit form)擁有較高的品牌態度、品牌適合性、認知品質、認知價

值、獨特性。 

H3b：當產品為低科技性產品時，相較於數字性品牌之數字部分採用

阿拉伯數字的書寫方式（digit form），英文單字的書寫方式擁有較

高的品牌態度、品牌適合性、認知品質、認知價值、獨特性。 

 

(三)、 數字大小與位數長短（例如：）： 

1. 數字大：可能帶給人有功能較多的感受、例如手機 V3688 他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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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人有它具備許多功能的意義，可能包括有紅外線傳輸、強大照相

功能，藍芽等。 

2. 數字小：讓人有銳利、高質感、簡單、快速、時尚的感受。受訪者

重複提到銳利的感受，受訪者認為數字短念起來就急促，因此令人

有銳利的感覺。 

訪談記錄 

「我覺得如果手機是用一位數的話，可能不太適合，像手機這種

東西比較強調它的功能性、多樣化，如果使用較長的數字可能會

帶給人家這種感受，但是如果是用一位數，可能會讓人覺得太單

調。較大的數字可能會讓人覺得她的功能較豐富，可能具有多元

化的產品發展」 

 

「我覺得數字大、位數長的品牌名稱會讓我覺得較優秀、品質好、

功能豐富，數字位數較小的會讓我覺得可能是過時的產品，或者

是功能簡單，比較次級的產品。」 

 

「它數字長短也會讓我有不同的感覺，比如說數字短、的會讓我

覺得他操作簡單、功能比較陽春，它提供基本的功能，大家平常

用得到的，你要再多可能沒有，但是它可能簡單快速，節省你的

時間，容易使用；那有些是你想要擁有進階功能的時候，它的名

稱可能就會採用較長的數字。」 

 

由上述的結果以及 Pavia & Costa (1993)曾提及的假設，消費者

對於數字位數長短會有不同的看法與聯想，位數越長越適合「科技」

產品，雖然結果未獲得支持，然而由於文化、時空的差異，也許在台

灣會有不一樣的結果。另一方面從自由聯想的結果我們發現數字位數

長的名稱，受訪者較會聯想到高科技性產品，而數字短的名稱則較容

易聯想到低科技性產品。而當產品為高科技性產品時，數字越大，消

費者認為其功能強大，產品較新穎，因此具有較佳的評價；然而當產

品是低科技性產品時，則反之。於是本研究得到以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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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a：當產品為高科技性產品時，相較於採用數字位數較短的品牌名

稱，位數較長的擁有較高的品牌態度、品牌適合性、認知品質、認知

價值、獨特性 

H4b：當產品為低科技性產品時，相較於採用數字位數較長的品牌名

稱，位數較短的擁有較高的品牌態度、品牌適合性、認知品質、認知

價值、獨特性 

 

3. 數字大小與公司生產地有關：受訪者認為歐美地區的手機使用的品

牌名稱一般較長，而日本等東方國家所使用的產品名稱一般較小。

受訪者提出這可能與歐美國家一般較強調功能，而日本較強調精緻

小巧有關、又或者僅可能是因為國家習慣使然。 

訪談記錄 

「…可能是因為不同國家的關係，像 NOKIA、MOTOROLA，屬於歐

美這邊的，就會叫做 V3688、8850、8210，那像日本，我們比較

知道 PANASONIC，它的手機，GD 92、GD 90，他的數字就很短，

所以說歐美國家做的，它數字就比較長，東方國家做的它就比較

短。」 

 

「外國的環境，我們不住在國外我們不曉得它的命名方式也許跟

我想的不一樣，但是我是這樣認為，也許歐美國家就是慣用數字

長，像日本他就用短數字…」 

 

五、受訪者對於數字性品牌名稱的品牌聯想 
根據焦點團體訪談結果發現，消費者對於數字性品牌名稱不同的

呈現方式會有不同特定的聯想，受訪者由於不同的呈現提及的品牌聯

想包括： 
(一)、 產品科技性： 

1. 以阿拉伯數字書寫，會令人覺得產品科技性越高。 
訪談記錄 
「…不過感覺上阿拉伯數字比較適合用在科技性產品，英文單字

比較適合用在非科技性產品…」 

 
2. Pavia & Costa(1993)曾提出以下假說：「當產品科技性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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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消費者偏好數字位數越長的品牌名稱。」雖然當時此

項假說並未獲得支持，然而隨著時空的轉變與文化的差

異，結果可能有所差異，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說: 
數字性品牌名稱的位數長短中，相較於兩位數字，四位數字的

呈現，消費者認知產品擁有較高的產品科技性。 

 
(二)、 產品令人有年輕活力或成熟穩重的感受：數字位數較短令人感

覺產品定位較年輕，而位數較長令人感覺較成熟穩重。 
訪談記錄 
「覺得（數字長短）可能因為訴求的族群而有所不同，比如說

Mazda 3 這台車，我不是要賣給四、五十歲，有家庭的人，我是

要賣給年輕人，我短小精悍、好記、瑞利的感覺；可是你看賓士，

推出賓士 320，賓士 500，你不覺得它感覺數字大，有成熟、穩重

的感覺，它訴求的族群就是在這裡。」 

 
(三)、 不同的呈現方式可能讓消費認為使用的難易程度有差異：數字

位數較長令人覺得較難使用。 
訪談記錄 
「其實我認為像我這種對科技產品不是很瞭解的人，看到數字長

的產品，就會讓我覺得它功能很繁複，使用起來一定很不方便，

所以我買的時候，反而會去挑那種數字比較短的，感覺操作起來

也比較簡單」 

 
 

(四)、 不同的呈現方式可能代表產品功能的豐富程度不同：數字位數

長令人感覺產品功能較豐富，而位數短令人感覺產品功能較簡

單、陽春。 
訪談記錄 
「覺得如果手機是用一位數的話，可能不太適合，像手機這種東

西比較強調它的功能性、多樣化，如果使用較長的數字可能會帶

給人家這種感受，但是如果適用一位數，可能會讓人覺得太單調。

較大的數字可能會讓人覺得她的功能較豐富，可能具有多元化的

產品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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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說數字短、的會讓我覺得他操作簡單、功能比較陽春，

它提供基本的功能，大家平常用的到的，你要再多可能沒有，但

是它可能簡單快速，節省你的時間，容易使用；那有些是你想要

擁有進階功能的時候，它的名稱可能就會採用較長的數字。」 

 
(五)、 不同的呈現方式令受測者有陳舊過時或未來新穎的感受：數字

位數較長讓人覺得產品較未來新穎。 
訪談記錄 
「…的競爭性比較大，光一個禮拜可能就會有很多產品相繼推

出，產品多，數字也就越用越大，位數越來越長過不久可能一半

價值就沒了…」 

 
「手機可能放久了，那個價值就沒了，用位數較長的可能會代表

它是比較新穎的產品，功能較強，不容易過時。」 

 
(六)、 不同的呈現方式令產品產生平易近人或難以接近的感受：數字

部分以英文單字書寫讓人感到較難以接近。 
訪談記錄 
「阿拉伯數字的方式可能讓人家覺得比較普通而且熟悉吧，比較

常見，而英文單字的方式可能有些人看不懂，較難以接受」 

 
根據上述六點的推論的發現，本研究得到以下假設： 
H5a1：數字性品牌名稱的書寫方式中，相較於以英文單字書寫，以阿

拉伯數字書寫的方式，消費者認知產品擁有較高的產品科技性。 
H5a2：數字性品牌名稱的位數長短中，相較於兩位數字，四位數字的

呈現，消費者認知產品擁有較高的產品科技性。 
H5b：數字性品牌名稱的位數長短中，當數字位數較短時，消費者對

於產品有較年輕活力的聯想；而當數字位數較長時，消費者對於產品

有較成熟穩重的聯想。 
H5c：數字性品牌名稱的位數長短中，相較於數字位數較短者，消費

者對於數字位數較長的產品會有較難以使用的聯想。 
H5d：數字性品牌名稱的位數長短中，相較於數字位數較短者，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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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於數字位數較長的產品會有產品功能較豐富的聯想。 
H5e：數字性品牌名稱的位數長短中，相較於數字位數較短者，消費

者對於數字位數較長的產品會有較未來新穎的聯想 
H5f：數字性品牌名稱的書寫方式中，相較於阿拉伯數字的書寫方式，

以英文單字書寫會令消費者有較難以接近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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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假說 

壹、研究架構 

根據文獻探討、質性研究的結果以及實驗假說的建立，本文最主

要研究數字性品牌名稱的呈現方式不同對於品牌權益、品牌適合性有

何影響，而當數字性品牌名稱搭配高低不同的科技性產品對於品牌權

益以及品牌適合性是否會產生不一致的效果。 

 

   本研究主要操弄變數為數字性品牌名稱的呈現方式以及產品的選

擇，其中數字性品牌名稱的呈現方式分為三大類： 

 

一. 英文字母與數字的順序 

(一)、 英文字母在前、數字在後（例：手機 Z 18） 

(二)、 英文字母在後、數字在前（例：汽水 7 up） 

二. 書寫方式 

(一)、 阿拉伯字母（例：汽車 Mazda 3） 

(二)、 英文單字（例：服飾 Miss sixty） 

三. 位數長短 

(一)、 兩位數字（例：手機 GD 90） 

(二)、 四位數字（例：手機 8810） 

 

另外實驗產品的操弄依照產品科技性程度分為下列兩種： 

一、 高科技產品 

二、 低科技產品 

 

而應變數的決定則依據文獻探討與焦點團體的結果，如下： 

一、 品牌適合性 

二、 品牌態度 

三、 認知品質 

四、 認知價值 

五、 獨特性 

六、 品牌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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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架構以圖表方式呈現如下： 

英文字母與數字順序 
 英文在前、數字在後 
 英文在後、數字在後 

產品科技性程度 
 高科技產品 
 低科技產品 

 品牌適合性 
 品牌態度 
 認知品質 
 認知價值 
 獨特性 

 
數字部分之書寫方式 

 阿拉伯數字 
 英文單字 

位數長短 
 兩位數字 
 四位數字

品牌聯想 
 科技性 
 成熟穩重 
 難以使用 
 功能強大 
 未來新穎 
 難以接近 

 

圖 3.1：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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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假說 

一、 不同產品類別 

H1：相較於低科技性產品，消費者對於高科技產品採用數字性品牌名

稱擁有較高的品牌態度、品牌適合性、認知品質、認知價值、獨特性 

 

二、 不同呈現方式 

(一)、 英文與數字部分的順序 

H2：不論產品科技性程度為何，相較於數字性品牌名稱的順序為英文

在後、字母在前的呈現方式，採用英文在前、數字在後的呈現方式擁

有較高的品牌態度、品牌適合性、認知品質、認知價值、獨特性 

 

(二)、 書寫方式 

H3a：當產品為高科技性產品時，相較於數字性品牌名稱之數字部分採

用英文單字的書寫方式（written form），阿拉伯數字的書寫方式

(digit form)擁有較高的品牌態度、品牌適合性、認知品質、認知價

值、獨特性。 

H3b：當產品為低科技性產品時，相較於數字性品牌之數字部分採用阿

拉伯數字的書寫方式（digit form），英文單字的書寫方式擁有較高的

品牌態度、品牌適合性、認知品質、認知價值、獨特性。 

 

(三)、 位數長短 

H4a：當產品為高科技性產品時，相較於採用數字位數較短的品牌名

稱，位數較長的擁有較高的品牌態度、品牌適合性、認知品質、認知

價值、獨特性。 

H4b：當產品為低科技性產品時，相較於採用數字位數較長的品牌名

稱，位數較短的擁有較高的品牌態度、品牌適合性、認知品質、認知

價值、獨特性。 

 

三、 品牌聯想 

（一）科技性 

H5a1：數字性品牌名稱的書寫方式中，相較於以英文單字書寫，以阿

拉伯數字書寫的方式，消費者認知產品擁有較高的產品科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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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a2：數字性品牌名稱的位數長短中，相較於兩位數字，四位數字的

呈現，消費者認知產品擁有較高的產品科技性。 

 
（二）年輕活力/成熟穩重 
H5b：數字性品牌名稱的位數長短中，當數字位數較短時，消費者對

於產品有較年輕活力的聯想；而當數字位數較長時，消費者對於產品

有較成熟穩重的聯想。 

 
（三）易於使用/難以使用 
H5c：數字性品牌名稱的位數長短中，相較於數字位數較短者，消費

者對於數字位數較長的產品會有較難以使用的聯想。 

 
（四）功能簡單/ 功能強大 
H5d：數字性品牌名稱的位數長短中，相較於數字位數較短者，消費

者對於數字位數較長的產品會有產品功能較豐富的聯想。 

 
（五）陳舊過時/未來新穎 
H5e：數字性品牌名稱的位數長短中，相較於數字位數較短者，消費

者對於數字位數較長的產品會有較未來新穎的聯想 

 
（六）平易近人/難以接近 
H5f：數字性品牌名稱的書寫方式中，相較於阿拉伯數字的書寫方式，

以英文單字書寫會令消費者有較難以接近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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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衡量變數 

由於本研究主要探討不同科技性程度的產品採用數字性品牌名稱

對於消費者有何影響，在自變數方面，如何選擇適當的產品以及數字

性品牌名稱的呈現方式將甚為重要，本節首先將描述本研究如何選擇

適當產品作為實驗標的的過程，接著敘述如何決定數字性品牌名稱，

最後本文經由文獻探討決定了本研究的應變數。 

 

壹、 自變數之衡量 

本研究之主要操弄變數包括：受測產品之選擇與品牌名稱呈現之

選擇，以下將針對這兩個操弄變數加以說明： 

 

一、 前測-選擇受測產品 

由於本研究產品針對科技性產品，因此首先定義科技性產品，而

後為了限制品牌範圍提出品牌層級的概念。 

 

（一）、品牌層級 

構成品牌名稱的品牌要素有許多種類，隨著企業成長，Aaker 認

為會使得品牌名稱自然形成一個品牌層級組織，品牌層級從最上層到

最下層的分類如下： 

 

1. 公司品牌：以此界定產品或服務來自於哪家公司，如通用汽車，通

用即是公司品牌。 

2. 分類品牌：定義產品範圍，如通用的雪佛蘭，將產品範圍界定在箱

型車、卡車和轎車。 

3. 產品線品牌：置於分類品牌之下，用來界定同一產品線的產品，例

如雪佛蘭 Lumina 

4. 附屬品牌：在同一產品線下的產品也可藉由附屬品牌去界定出不同

的產品，如雪佛蘭 Lumina 的雙門轎車 

5. 品牌特色/成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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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即為 Aaker 的品牌層級組織示意圖： 

公司品牌 分類品牌 產品線品牌 附屬品牌 品牌特色/

成分/服務 

通用汽車 雪佛蘭 雪佛蘭 

Lumina 

雪佛蘭 

Lumina 

雙門轎車 

古睿哲先生

服務系統 

資料來源：沈雲聰、湯宗勳 譯，David A. Aaker 著，《品牌行銷法則

-如何打造強勢品牌？》，商業周刊出版 

圖 3.2：品牌層級組織圖 

 

   而 Keller 認為品牌層級從上到下的品牌要素分類如下： 

(一) 團體或公司品牌：此品牌要素幾乎都會出現在同一公司的產

品或包裝上。 

(二) 家族品牌：一個品牌使用超過一個產品種類，但不至於遍及

公司所有產品 

(三) 個別品牌：一個品牌只被限定在一個產品種類上，但在同一

個產品種類可以包含不同的產品類型。 

(四) 修改者(特定的項目或規格)：針對產品的特定項目、樣式型

態、特定版本或結構。 

 

例：通用汽車的雪佛蘭 Camaro Z28 的跑車，結合了團體品牌(通

用汽車)、家族品牌(雪佛蘭)、個別品牌(Camaro)，以及修改者(Z28)。 

 

   雖然學者對於品牌要素的定義，品牌層級的項目及數目存在著不同

的看法，但是其基本道理與功能是相通的，品牌層級大致上可視為一

個金字塔型的結構，由最上層的一個共有的公司品牌，不斷往下延伸，

產生無數個產品線品牌，由於產品繁雜及不斷增生，增加了企業對於

品牌命名的成本，企業必須投注更多資源在品牌名稱上，許多科技性

產品由於生命週期短暫、淘汰率高，因此藉由數字性品牌來節省公司

資源，本研究主要研究個別產品與品牌名稱對於消費者的影響，因此

所研究的品牌層級標的界定在品牌層級底層的品牌要素，針對的是產

品線品牌(Aaker)或修改者(K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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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性產品的定義 

本研究針對科技性與非科技性產品為產品分類的標準，因此蒐集

有關科技性產品定義的文獻，整合過去學者的文獻發現，對於科技性

產品的特性可以分為以下三大類： 

 

1. 變化快速： 

相較於傳統產品，科技性產品的技術變化相當快速，1985 年的

研究估計，美國科技重鎮矽谷平均每三十秒就有一項新發明

(Mckenna,1985)。張重昭（1989）認為其主要的原因是來自於技術

變化進而衍生產品易於廢舊；陳靜夫(1991)指出因為高科技產品之

技術變化迅速，使得新一代的產品功能或生產技術世代交替時間縮

短。 

 

2. 複雜性： 

這裡所指的複雜性有兩類，一類是產品本身，另一類是消費者

所認知的複雜性。在產品本身，一般而言，無論技術或構造上相較

於傳統產品都來的複雜，利如：電腦以往撇開主機以外，還有螢幕、

滑鼠、鍵盤…等周邊產品。而消費者所知覺的複雜性是針對使用的

難易程度而言，有許多老人家害怕接觸高科技產品，認為使用上進

入障礙，而不願學習。 

 

3. 不連續性： 

科技性產品的技術日新月異，而且相較於傳統產品技術大多屬

於「漸進性創新」的不同，科技性產品是屬於「不連續性的創新」，

不連續創新是指由於重大技術突破，使得產品之基本功能，形式有

巨大之改變，新舊產品可能截然不同(張重昭，1989)。這種不連續

的改變提高消費者購買科技性產品的知覺風險，Higgins and 

Shanklin(1992)這種不連續的改變令消費者感到恐懼，他們稱之為

「對於產品快速廢舊的恐懼」。而Veryzer(1998)，認為科技產品的

不連續性包括產品利益的不連續、技術的不連續、消費型態的不連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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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選取分別代表科技性程度高與科技性程度低的產品，因此針

對先前焦點團體訪談式，挑選出同一品牌層級且受訪者對於使用數字

性品牌較常提到的八個產品：化妝品、保養品、服飾、碳酸飲料、汽

車、筆記型電腦、數位相機、手機等，由於同時進行八個產品的研究

太過龐大複雜，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前測問卷挑選出高科技性產品與

低科技性產品作為本研究的實驗產品。依據高科技產品的變化快速、

複雜性、不連續性等特性發展前測問卷（請見附錄一），每一特性以一

題為代表，共計三題： 

 

1. 我覺得製造(產品種類)的技術變化很快速 

2. 我覺得製造(產品種類)的技術很複雜 

3. 我覺得(產品種類)製造技術不斷有重大的突破 

 

前測問卷採用李克特五點量表，針對以上八項產品分別衡量上述

三項題目的得分，非常不同意得分為一、有點同意得分為二、普通得

分為三、有點同意得分為四、非常同意得分為五，每一產品加總其三

項題目的得分，得分高者代表其科技性程度較高；得分低者則反之。 

 

前測問卷對象為政治大學 30 位 MBA 學生，受測者依據上述三題評

斷各產品的科技性水準，分數越高者代表科技性程度越高。前測問卷

信度分析與各產品科技性平均數如下： 

 

表 3.5：前測問卷信度 

產品種類 前測問卷 

Cronbach＇s α 

產品種類 前測問卷 

Cronbach＇s α 

化妝品 α = 0.58 汽車 α = 0.61 

保養品 α = 0.63 筆記型電腦 α = 0.72 

服飾 α = 0.75 數位相機 α = 0.66 

碳酸飲料 α = 0.68 手機 α =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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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前測各產品科技性平均數 

前測-產品科技性平均數 

產品 化妝品 汽車 筆記型電腦 手機 

平均數 8.3 11.7 13.7 13.1 

產品 相機 服飾 碳酸飲料 美容保養品

平均數 13 6.9 7 9.1 

由上表可發現，其中筆記型電腦在三個題目的評分中總得分最

高，而手機得分次高，代表受測者認為這兩類產品屬於高度科技性產

品；而得分最低的兩類產品分別為服飾以及碳酸飲料，代表受測者認

為這兩類產品的科技性程度較低。 

 

然而為了控制樣本數及避免實驗過於複雜，本研究僅選兩類產

品，一類代表高科技性產品，另一類代表低科技性產品。得分較高者

作為高科技性產品的代表，而得分較低者作為低科技性產品的代表。

根據上表可以發現得分最高的前兩項產品為筆記型電腦與手機，而得

分最低的兩項產品為碳酸飲料與服飾，從中挑選出得分次高者-手機與

次低者-碳酸飲料。為何不選擇得分最高的筆記型電腦作為高科技性產

品的考量如下： 

1. 筆記型電腦的普及率不若手機高。 

2. 消費者對於筆記型電腦的認知與了解程度差異太大。 

 

而不選擇得分最低的服飾作為低科技性產品的代表考量是： 

1. 衣服的外觀、樣式為大多數消費者購買衣服的重要依據，當然

也有部分消費者購買服飾有所謂「崇尚名牌」的行為，但並非

本研究的探討範圍。 

 

另外由於本研究問卷發放的地點將選擇台北地區的大學校園，因

此受測者將以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而這兩種產品是學生較常接觸的

產品，對於產品的認知較高，故可提高產品操弄的有效性。 

 

二、 品牌名稱呈現的選擇 

本研究品牌名稱之操弄包括：數字部分與字母部分之順序(字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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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字、數字加字母)、數字部分的書寫方式(阿拉伯數字、英文書寫方

式)、數字位數的長度(兩位數字、四位數字) 

 

在本研究中，對於數字名稱的選擇是相當複雜的，由於數字相當

繁多，單就一位數考慮就有十個阿拉伯數字，另外每一個數字對於受

訪者而言可能又有不同的涵義(Ang,1996)，但若全部納入，對於本研

究而言太過複雜且意義不大，根據文獻探討與焦點團體的結果，我們

可以發現消費者對於數字大小，奇數或偶數都有不同的認知，因此本

研究挑選數字有以下幾點考量： 

 

(一) 數字的組成須包含大數字與小數字，大數字代表三以上的數，

小數字代表三以下的數(Ang 1996)。 

(二) 數字的組成須注意奇數、偶數的平衡。換句話說，在挑選數字

進入品牌名稱時，奇數的個數須與偶數的個數相同(Ang 1996)。 

(三) 當數字以書寫方式呈現時，避免過於複雜、冗長。 

(四) 避免與市面上數字性品牌一致，使受測者產生特定產品聯想。 

 

其次，就英文字母的呈現，由於市面上有許多手機常採用數字型

品牌名稱，在挑選時必須避免受測者聯想到市面上的特定產品，根據

相關新聞報導，台灣前五大手機品牌市場佔有率達八成以上，因此本

研究查閱台灣市佔率前五大手機品牌的產品名稱，發現字母 B、O、R、

Y 鮮少使用，由於 B 與 Y 的位置在字母順序中分處前後，而 O 與阿拉

伯數字「零」寫法相近，因此本研究挑選 R 進入為實驗品牌名稱。另

外針對數字範圍的界定，在實際環境裡，鮮少出現超過四位數字的品

牌名稱，且若超過四位數字，則數字太長難以記憶，另一方面，根據

焦點團體的訪談結果，受訪者提及：「我可以接受的數字型品牌頂多四

個數字加上兩個英文字母，若超過這個範圍，我會覺得複雜、難記」，

因此本研究以四位數字再加上一英文字母為研究範圍。依據林俊謀

(1999)年所做的研究裡提到，數字差距在一位數時，對於受訪者而言

不會有太大差異，換而言之至少需有兩位數字之命名差距，本研究便

以兩位數字與四位數字做為實驗的操控原則。 

 

最後，所有產品名稱前面皆加上一虛擬公司品牌名，此公司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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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用 Pavia(1994)研究數字性品牌是否會增加科技性聯想時所採用的

品牌名稱「Dehax」。 

 

根據以上的幾點考量後，本研究選出的兩位數字為 72,四位數字

為 8030。另外本研究的操作變數尚包括對於數字書寫方式的呈現，按

照正規的英文 8030 須讀作 eight thousand and thirty，但是這樣的

讀法違反簡單、容易記憶的命名原則，因此本研究採用另一種讀法，

將四位數字拆開變成兩位、兩位的另一種讀法，8030 讀做

eighty-thirty 的方式。 

 

貳、 應變數的衡量 

本研究以品牌權益作為衡量數字性品牌名稱效果的應變數，主要

目的是為了找出數字性品牌名稱對於消費者的影響。可用於衡量品牌

權益的構面很多，本研究參考 Aaker（1991）以及 Richard 、Balaji、

Chris、Guangping、Mehmet、Dwane、Joe & Ferdinand (2004)等學者

所共同提出的品牌權益構面，挑選出部分構面作為應變數，其中包括

「認知品質」、「認知價值」、「獨特性」、「品牌聯想」，另外在加上「品

牌態度」、「品牌名稱適合性」分別敘述如下： 

 

1. 品牌態度：指消費者對此品牌之評價，反應出消費者對於品牌之好

惡。 

2. 品牌名稱適合性：指消費者對此品牌名稱與產品組合之接受程度。 

3. 認知品質：消費者根據品牌名稱對於產品品質的主觀認知，指相對

於其他品牌，消費者對該產品全面性品質的認知。 

4. 認知價值：消費者根據付出與獲得對於品牌效用的整體評價。 

5. 獨特性：消費者認為品牌與其他競爭品牌不同的程度。 

6. 數字性品牌聯想：消費者認為品牌賦予的意義(Keller)，指消費者

認為任何與品牌名稱有關聯的事物。根據焦點訪談結果，相關聯想

如下： 

(1) 科技性：消費者認知產品科技性程度 

(2) 年輕活力/成熟穩重：受測者認知產品象徵年輕活力或成熟穩

重的程度 

(3) 易於使用/難以使用：受測者認知產品使用上的難易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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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功能簡單/功能強大：受測者認知產品功能的豐富程度 

(5) 陳舊過時/未來新穎：受測者認知產品的新穎程度 

(6) 平易近人/難以接近受測者認知產品親切、熟悉、易於接近的

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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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主要探討數字性品牌名稱的呈現方式對於消費者的影響，

根據研究假說，實驗的操弄變數為 2(產品科技性)×2(字母與數字之順

序) ×2(書寫方式) ×2(位數長短)＝16 種組合。然而若以 16 個不同版

本的問卷測量這 16 種組合的影響，將使得本研究過於龐大、複雜，且

需要大量的樣本數，因此在變數設計上，產品種類屬於組內設計

(within-subjects )，同一位受測者回答兩個產品，而英文與數字之

順序、書寫方式與位數長短則屬於組間設計(between-subjects)，問

卷版本縮減為 8 種。另一方面為了避免不同產品在問卷中放置順序的

影響，因此同一版本的問卷中，一半為手機在前、碳酸飲料在後，一

半為碳酸飲料在前、手機在後。 

 

表 3.7:數字性品牌名稱呈現方式與產品種類構成的 16 種組合 

數字性品牌名稱呈現方式 產品科技性 

英文與數字之順序 書寫方式 位數長短 高科技性 低科技性 

二位 1 9 阿拉伯數

字 四位 2 10 

二位 3 11 

字母在前、 

數字在後 

英文書寫

四位 4 12 

二位 5 13 阿拉伯數

字 四位 6 14 

二位 7 15 

字母在後、 

數字在前 

英文書寫

四位 8 16 

 

根據上述說明，本研究的問卷共計有八種版本，為了降低實驗的

複雜性與其他變數的干擾，同一問卷版本中兩項產品的品牌名稱統

一，不同版本問卷的品牌名稱如表 3.9： 

 

 

 

 

 56



表 3.8:實驗產品與虛擬品牌的配對 

產品與品牌名稱的配對 

版本 版本 1 版本 2 版本 3 版本 4 

品牌

名稱 

72 R 8030 R Eighty-thirty R R 72 

版本 版本 5 版本 6 版本 7 版本 8 

品牌

名稱 

R 8030 R eighty-thirty R seventy-two Seventy-two R 

 

壹、問卷設計 

問卷內容主要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為科技性產品的操弄檢

定，第二部分為實驗廣告，第三部分為應變數衡量，第四部份為受測

者的基本資料。由於同一份問卷中包含手機與碳酸飲料兩項產品，因

此第一、二、三部份的題目將分別在不同產品重複出現，問卷說明如

下： 

 

第一部分   操弄檢定 

   問卷第一部分為科技性產品的操弄檢定，為了避免受測者受到實驗

廣告的影響，因此將操弄檢定的題目放置在問卷最前面，在不受廣告

樣本的干擾下，根據科技性產品的三項特性：變化快速、複雜性、不

連續性等特性設計出三個題目，這部分與產品前測的題目一致，題目

如表 3.10： 

 

表 3.9:正式問卷-衡量產品科技性之題目 

題目 來源 

T1.我覺得製造(手機/碳酸飲料)的技術變化很快

速 

T2.我覺得製造(手機/碳酸飲料)的技術很複雜 

T3.我覺得(手機/碳酸飲料)製造技術不斷有重大

的突破 

張重昭(1989) 

黃俊英(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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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廣告樣本 

   問卷的第二部分是實驗廣告，主要目的是為了呈現產品與品牌名稱

組合，然而為了加強問卷的可信度，提高廣告的真實性，於是在廣告

樣本前面加上一段情境的描述，告知受測者此產品即將在台灣上市，

需要了解受測者對於品牌名稱的看法。另外有關產品圖像的選擇，為

了避免受測者看到圖像而對於市面上特定產品產生聯想，因此手機選

擇在台灣尚未上市的產品圖像，而碳酸飲料則選擇國外的飲料的圖像。 

 

第三部分   應變數衡量 

   問卷的第三部分為應變數的衡量，問卷中問題的依序為品牌態度、

品牌名稱適合性、認知品質、認知價值、獨特性。 

 

首先是品牌態度的衡量，詢問受測者對於品牌名稱的情感反應，

採用七點量表，共計四題，其中包括不好的/好的、負面的/正面的、

不喜歡/喜歡、不具吸引力/具吸引力，題目如表 3.11。 

 

表 3.10:正式問卷-衡量品牌態度之題目 

品牌態度題目 來源 

我覺得光看(品牌名稱)，這個(手機/碳酸飲料)品牌名

稱給我的感覺是 

A1.不好的/好的 

A2.負面的/正面的 

A3.不喜歡/喜歡 

A4.不具吸引力/具吸引力 

Pan & 

Schmitt 

(1996) 

李佳芬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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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數的第二個構面為品牌名稱適合性，主要衡量受測者認為品

牌名稱與產品的適配程度，採用五點量表，共計四題，如表 3.12。 

 

表 3.11:正式問卷-衡量品牌名稱適合性之題目 

品牌名稱適合性題目 來源 

F1.我認為(品牌名稱)很適合(手機/碳酸飲料)這項產

品 

F2.我能接受(手機/碳酸飲料)搭配(品牌名稱)這個品

牌名稱 

F3.(品牌名稱)與(手機/碳酸飲料)的組合帶給我正面

的感受 

F4.我喜歡(品牌名稱)與(手機/碳酸飲料)的組合 

林俊謀

（1999） 

 

應變數的第三個構面為認知品質，主要衡量相較於其他相同產

品，受測者認知實驗品牌的產品品質，採用五點量表，共計四題，如

表 3.13。 

 

表 3.12 式問卷-衡量認知品質之題目 

認知品質題目 來源 

Q1.在同類型的產品裡，我認為(品牌名稱)這個品牌名

稱的(手機/碳酸飲料)值得信賴 

Q2.光看品牌名稱，在同類型的產品裡，我覺得(品牌名

稱)這個品牌名稱的(手機/碳酸飲料)品質還不錯 

Q3.光看品牌名稱，在同類型的產品裡，我覺得(品牌名

稱)這個品牌名稱象徵卓越 

Q4.我覺得(品牌名稱)的(手機/碳酸飲料)能維持一致

的品質 

R. Pappu等

學者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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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數的第四個構面為認知價值，主要衡量相較於其他相同產

品，受測者對於產品利益與付出成本的評價，採用五點量表，共計四

題，題目如表 3.14： 

 

表 3.13:正式問卷-衡量認知價值之題目 

認知價值題目 來源 

V1.我願意付出較高的金額購買(品牌名稱)的(產品) 

V2.當我選擇購買(品牌名稱)的時，我會覺得很值得 

V3.我願意花費較多時間購買(品牌名稱)品牌名稱的

(手機/碳酸飲料) 

V4.我願意花費較多努力購買(品牌名稱)品牌名稱的

(手機/碳酸飲料) 

W. Lasser 等

學者(1995) 

R. 

G.Netemeter

等學者

(2004) 

 

應變數的第五個構面為獨特性，主要衡量受測者認為實驗品牌在

相同產品中的獨特程度，採用五點量表，共計四題，如表 3.15： 

 

表 3.14:正式問卷-衡量獨特性之題目 

獨特性題目 來源 

U1.相較於其他相同產品，我認為(品牌名稱)這個品牌

名稱是相當醒目的 

U2.相較於其他相同產品，我認為(品牌名稱)這個品牌

名稱是很獨特的 

U3.對於市面上的(手機/碳酸飲料)名稱，我覺得(品牌

名稱)的品牌名稱較引人注意 

U4.我覺得(品牌名稱)這個品牌名稱與其他(手機/碳酸

飲料)的品牌名稱非常不同 

R. 

G.Netemeter

等學者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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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數第六個構面為品牌聯想，由於品牌聯想的定義為消費者認

為任何與品牌有關聯的事物，因此範圍相當廣泛，本研究僅就文獻及

焦點團體結果所提及的部分做探討，採用七點量表，共計六題： 

 

表 3.15:正式問卷-衡量品牌聯想之題目 

品牌聯想題目 來源 

A1.非科技性/科技性 

A2.年輕活力/成熟穩重 

A3.易於使用/難以使用 

A4.功能簡單/功能強大 

A5.陳舊過時/未來新穎 

A6.平易近人/難以接近 

Pavia & Costa (1994)以及焦點

團體訪談結果 

 

第四部分   基本資料 

基本資料共有六題，詢問受測者的性別、學歷、年齡以及受測者

是否有親自購買過手機/碳酸飲料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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