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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說故事建立品牌—品牌故事策略 

如果品牌有任何的特徵或是屬性提供其可持久競爭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那就是他的傳承。傳承說明了品牌的地位、角色、社會階層與歷史，

它包含了遺產，共享的經驗，與共享的歷史。品牌以敘事的形式展現並分享其傳

承，一個生動、有意義並可記憶的故事，那就是品牌故事(Benson 2005)。 

品牌故事會影響消費者對品牌的知覺，包括其品牌人格、象徵聯想、產品屬

性等構面，故廠商可以透過虛擬的品牌歷史與故事的操作，達到其預期的品牌形

象與品牌聯想，亦即真實建立工程(reality engineering)。真實建立工程旨在賦予

新上市品牌一個虛擬的歷史，廠商藉由品牌背景的建立，使消費者對品牌產生象

徵性推論，而建立其可信與誠信效力(Griffiths, Zimmer & Little 1999)。因此，我

們可以視品牌說故事為企業建立品牌之溝通策略。行銷人應該以更宏觀的角度看

品牌的行銷活動與其所帶來的消費者知識；短期的行銷活動所累積的消費者記憶

會帶來長期的品牌成功(Keller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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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故事 

壹、 定義 

全世界現在飢渴地消耗著大量的小說、電視、影片，這些精湛地說故事技藝

統整了混亂的架構，並給予人們對於人生的洞察力，同時它成為人類最重要的靈

感來源(Mckee 1997)。Dietz 陳述：「說故事是一種溝通的行為，它提供了一整套

的訊息感應元素，讓人能快速融入它、了解它，並且創造意義」(Silverman 2007)。 

很多人將故事(story)與敘事(narrative)輪替使用。Vincent 依其不同特性區分

為故事、敘事、傳奇。故事原本是一個先後順序的概念，一個完整的、邏輯性排

序的事件陳述其主體的狀態，其結構包含了三個部份：情境(situation)、糾葛的

情節(complication)、問題解決(resolution)。這樣的結構表現出一個正發生的錯綜

複雜的關係，如何解決問題並解答聽眾的疑問；敘事是說故事的人以其自身角度

解讀、說明的故事。因此，一個故事可以同時擁有很多的敘事，依敘事者決定說

故事的面向、角度來決定故事的因果順序。敘事等於故事加上主題(theme)，主

題引導並提供情感的連結，給予故事更深層的意義；傳奇(legend)是故事與敘事

從一個世代傳到下個世代，通常是口頭的(Vincent 2002)。 

敘事型資訊處理是指當人們面對新訊息時會採用敘事結構(structure of 

narratives)處理所得資訊，就像是人們在腦中創造一則新故事，人們會將自身擁

有之知識、經驗、主觀意見、想法、期望等融入其中，使故事具有「開始、中場、

結局」之時間順序與因果關係(Escalas 2004)。然而，故事是用口語或文字包含兩

個或更多人以表現過去或預期的經驗，並且它是人類組織內外最好的觀念溝通傳

播工具 (Boje 1991,1995)。  

故事根據其真實程度而具有三種定義：(1)故事是事件的真實報告。(2)故事

是經說故事人理解與解釋後形成的事件描述的版本。(3)故事是敘事 (Hopk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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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garth-Scott 2001) 。然而，有吸引力的故事的條件為其對聽眾而言應是有趣

的，因此，故事的真實性或其精確性似乎並不這麼重要了(Frost 2002)。 

因此，故事是用於保存可信的、一致的、合理的、難忘的經驗之工具，它將

過去經驗與預期具體化，並引起大家共鳴；它可回顧亦可前瞻，並同時捕捉情感

與思想(Weick 1995)；「好的故事」是值得說且大家想要聽的(Mckee 1997)，其重

點在於意義的建構(Boje 1991；Weick 1995；Mckee 1997；Kirsch 2004)。 

綜合各家學者觀點，說故事為溝通証明想法的行為，用以建立訊息意義。它

依據邏輯性的次序排演，藉由口說或文字而能一代一代的傳承，並成為傳奇。品

牌故事之間或有真實性之差異，然而，真實性在品牌意義傳遞的重要性上並不重

要，而重要的是品牌故事是否能延伸為品牌傳奇。故以下將故事定義為組織經驗

與文化傳遞的工具，藉以傳達企業一切可信的、一致的、合理的、難忘的歷史演

進，使其能具體化呈現，並形成組織內外共享之價值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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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故事促進理解與記憶 

在促銷工具充斥的今天，品牌經理人現在面對著一個難以達成訊息一致性的

環境，如何整合不同媒體管道間的訊息，而又不損害品牌是一大挑戰(Aaker 

1996)。然而，受過訓練的說故事者或是解說者較未曾受訓者夠能有效溝通(Boje 

1991)。 

敘事心理學的基本假設是：人們傾向將人與行為的資訊以故事的形式表現。

在敘事心理學中，Bruner(1986, 1990)提出兩種對於經驗組織形成認知的方法：典

範模式(paradigmatic mode)與敘事模式(narrative mode)。過去敘事心理學家的研究

以典範模式為主，使用正式的、數學的系統描述與解釋想法，因此，典範模式僅

存在一種最好的邏輯推演解釋方法；然而，敘事模式認為經驗可能有多種詮釋方

式，因而被認為在品牌形象塑造上較具前景，亦較適合於在象徵性意義的傳達 

(Padgett & Allen 1997)。 

敘事理論(Narrative theory)亦認為人們用說故事的方法讓他人了解其經驗 

(Padgett & Allen 1997)。因此，故事有兩大功能，一為故事意義之建構，另一則

是幫助人們體會、評價與評估情感(emotional appraisal) (Escalas1998)。 

故事的意義建構功能是藉由聽故事的過程，聽者會將自身的經驗與所聽見的

混合、理解並感受(Boje 1991)。因此，故事可以讓我們哭、笑、害怕、緊張，在

說故事的經驗中，我們會將自己投射在故事中，讓自己相信自己也經歷了故事中

主角的遭遇(Vincent 2002)。 

故事亦幫助人們情感之連結，說故事可以牽動人們的情感，當你說：「這很

重要」，他們對聽眾的重要性就會增加直到他可以記住；當你觸碰到情感的部分，

你就增加了故事的影響力與相關性(Silverman 2004)。透過故事可以建立一種美學

的情感(aesthetic emotion)，故事的美學元素融合了生活的理性與藝術的感性而產

生化學變化，使人們對於融合的經驗產生新奇的感覺(McKee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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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故事在聽眾心裡構成一幅藍圖，讓他們能更專注於與你的溝通，更快且有

效率的了解溝通重點；並且，透過說故事的溝通方式能使訊息記憶更持久，且增

強其可信度 (Wylie 1998)。 

因為故事需要積極參與的聽者，故其為人類最深度的社交與溝通模式

(Gargiulo 2006)。透過說故事的過程，說故事的人能夠引起聽者興趣，而使聽者

對故事產生情感上的連結，將自己投射為故事中的主角，並在心中發展對故事輪

廓的藍圖。另一方面，因為聽者在情感上的融入，使說者達到溝通的目的，形成

聽者對故事經驗與象徵性意義一致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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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聽故事的對象 

一、組織故事理論(組織內說故事) 

說故事是強大的溝通策略，企業敘事提供了許多令人驚歎的趣聞可以活化人

們的情感聯繫，並對公司與領導者產生信任與信心(Dowling 2006)。 

故事為溝通事件中有價值的工具，用以塑造組織文化，保持員工們對迅速改

變之工作環境、程序、結構的認識，溝通學習經驗使企業成為一「知識建立」的

組織(Kirsch 2004)。此外，故事對真實或虛構情形與場景、有形物體背後的解釋

意義的描述都說明了其故事下的假設，而這些故事下的假設、模型、預期和信念

則是人們行為與決策的指引方針(Silverman 2007)。因此，說故事是一個工作場合

的動態策略，讓員工能自然而然了解組織的核心價值，並建立組織的個性與文

化。就如同看電影一樣，說故事讓觀眾了解每一個動作之間的關聯與重要性，而

不是一張一張無關係的投影片；藉此員工更能融入於其工作之中，了解自己角色

的任務(Breuer 1998)。 

越來越多的組織使用說故事領導的方式，領導者藉由聽從員工與顧客的故

事，思考企業未來走向(Gargiulo 2006)。故過去對故事的研究著重於故事在組織

內的溝通效果，依據組織如何說、聽者(員工、利害關係人等)之反應為何、影響

為何、等主題分為兩類：一、訊息如何在組織內有效的傳遞溝通？以個案研究法

為主，針對組織內訊息傳遞的故事進行研究，分析公司內部文件並進行分類與歸

納(O’Conner 2002；Boje 1991)。 二、故事是否具備領導功能加速員工融入組織？

使用深入訪談研究法，針對經理人經驗，研究組織內領導成效(Breuer 1998； 

Silverman 2007 )。 

說故事的組織為一故事收集系統：故事是組織成員了解組織行事作為的重要

因素，並且故事是一個輔助個人了解組織過去的工具(Boje 1991)。因此，故事有

其超越娛樂外的策略重要性：企業領導人選擇能夠描繪其企業的本質、追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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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價值的故事(Silverman 2007)。 

除了企業本質與目標外，組織領導人亦可運用組織故事達到控制的目的，

William & Martin(1979)定義了組織神話/故事的三種功能：產生承諾、了解組織、

控制。當組織神話產生行為與態度的承諾，組織控制就更容易了。故事可以克服

對改變的抗拒、建構有意義的使命、增加員工對工作的承諾、加速募款與人員招

募，並且與社區連結(Kaufma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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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牌溝通(組織外說故事) 

組織在表達組織的品牌人格、價值、傳承時，故事是很有利的表達工具，其

設計過程中隱含了策略、信念與團隊合作，是更有效的設計與溝通結果(DeLarge 

2004)，並且，故事為記憶獲得與傳遞最有效的工具(Gargiulo 2006)。 

現代行銷人面對著品牌溝通工作瞬息萬變的事實，品牌建立已不再只是一個

辨別標誌，而是提供一能區分出商品差異，並提供個人生活品質經驗的產品

(Whelan & Wohlfeil 2006)；品牌的情感性效益(emotional benefits)增加了品牌使用

經驗的深度與豐富性(Aaker 1996)。品牌管理可以從說故事的角度開始，良好管

理的品牌都會一直說著自己的故事。儘管隨著時代變遷會產生不同的故事，但其

品牌核心價值卻是不變的。 

然而，企業應如何透過互動增加的過程使溝通更有價值，形成品牌關係並產

生品牌價值(Duncan & Moriarty 1998)？近期之研究已將重點放在如何和消費者

說故事，傳遞組織文化與品牌象徵意義。研究者針對商品類別做區分，並將焦點

致力於溝通影響與結果，亦即聽眾產生的觀感好壞、相信與否等(賴佩婷 2005；

Lee 2005；Griffiths, Zimmer & Little 1999)，其研究結果獲得各屬性商品是否適合

以品牌故事的做法創造其可信度、態度及知覺品質。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品牌說

故事的重要性。 

企業說故事的策略是一個整合使命(mission)、道德(morality)與行為模式

(modes of behavior)的方法，而說故事的藝術意味著創造足夠的迷思與秘密以產

生對企業有利的評估(Dowling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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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品牌故事種類 

壹、各種類型之品牌故事 

過去學者們依據不同目的而有不同類型之故事類別，其分類基礎可分為：故

事來源、故事性質、品牌管理與組織領導，列舉如表 2-1： 

表 2-1 故事種類 

分類基礎 學者年代 故事類別 

故事來源 Hopkinson & 

Hogarth-Scott 

(2001) 

1 經理人的知識 

2 消費者消費經驗 

3 員工工作經歷 

4 記者對新商品報導、競爭策略、企業資訊 

組織領導 O’Conner 

(2002) 

1. 創立(founding)：企業創辦人生命中的一個事件讓他產生新

想法以至於創業的行動：創辦人創立公司的故事。 

2. 願景(vision)：因為創辦人的願景而產生的創新活動；a new 

way of doing business。 

3. 策略(strategy)：明確說出公司從創辦到成功的軌跡：讓公

司成長的整體策略，公司擁有的智慧財產&專利。 

4. 行銷(marketing)：與競爭者競爭，表現優越並超越對方的

故事：公司在市場的定位，解決市場上不能解決的什麼問

題，產品獨特的因素，公司的定位，潛在顧客。 

5. 傳統(convention)：產業的常識，是產業內外人士再該十空

背景下對該產業擁有的一般見解，說明產業內的情況，該

做的是，該是什麼情況。 

6. 歷史(history)：產業過去或現在發生的事件，而公司只是

產業中的一份子：景氣循環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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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性質 Silverman 

(2004) 

1. 專業故事：過去員工在信用合作社內發生的好或壞事的學

習經驗。 

2. 個人故事：說明自己再面對同樣問題時的做法，個人故事

會影響人們的情緒，讓他們從低落轉為平靜。 

3. 組織成功故事：組織用故事說明他們想要完成的目標，例

如：無殼蝸牛的識字率。 

品牌管理 黃光玉(2005) 1. 關於品牌誕生的故事 

2. 企業組織 

3. 品牌願景故事(vision) 

4. 關於品牌沿革與創新的故事 

5. 關於品牌利益與價值的故事 

6. 品牌代言人 

7. 品牌與消費者 

8. 關於品牌成功事蹟的故事 

9. 品牌形象故事 

10. 品牌與社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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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品牌故事主體 

聽眾在意故事是因為關心故事中的角色，故事的魅力來自於聽眾可以跟隨著

所注目的角色解決重大問題，那些未曾在故事中給予聽眾角色的故事，通常是失

敗的故事(Vincent 2002)。綜合整理各家學者根據不同面向所歸納的企業組織故

事，可區分出以下五類品牌故事主體，包含：顧客、創立者、品牌代言人、願景

和行銷訊息。 

一、 顧客 

與品牌有關的消費者故事大多包含使用者、使用聯想、心理的或象徵性利益

(Escalas 2004)。消費者社群間藉由購買儀式的分享，會發展並維持一個具有象徵

性意義的關係，因為消費者與朋友分享的消費經驗會影響他們購物時對品牌的選

擇，這樣的社群關係能對消費者產生情感連結而被品牌管理者有效管理。透過與

顧客社群相互溝通而形成的品牌故事，能加速消費者經驗分享，創新品牌溝通價

值，強化品牌形象(Brown et al. 2003)。 

品牌提供消費者一個滿足他們經驗分享需求的平台，並同時挾帶品牌情感面

的過度真實(hyperreality)，亦即依據品牌形象而想像自己身於某一情境中，來創

新品牌溝通策略吸引消費者注意品牌訊息(message)(Whelan & Wohlfeil 2006)。服

務經驗是一個有效的概念用以了解品牌之服務形象，因為它以消費者角度詮釋消

費過程中產生的服務與象徵意義(Padgett & Allen 1997)。 

故在品牌故事中，最重要的角色是消費者。消費者是品牌故事的一員，但他

們亦把品牌融合在他們的個人故事、人生電影中。藉由儀式的舉行，品牌故事進

入生活中，並且品牌文化亦快速建立。儀式可分為神聖的(sacred)與世俗的

(mundane)。世俗的儀式近似於習慣，它包含一系列的行為活動，例如：早上起

床要洗臉、刷牙，喝杯咖啡等；神聖的儀式擁有較深的意涵與文化影響力，他們

是由一系列與神話有關的活動所組成，例如：聖誕節慶就含有宗教信仰的意義。

儀式中品牌的重要性取決於品牌故事與儀式的相關性(Vincent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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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創立者 

成功的企業識別(corporate identity)的建立需要創立者一定程度以上的領導

能力。因為創業家能針對我們是誰？我們想要去哪裡？我們和別人的差異為何？

若我們不存在會如何？等問題提供一個清楚的經營概念、價值、人生觀提供了清

楚並激勵人心的答案(De Chernatony 2001)。 

創立者(founder)或是企業家(entrepreneur)藉由他的想法、情感的表達設立企

業個性發展的基石(Rode & Vallaster 2005)。許多成為指標品牌的企業都依據其對

顧客的承諾發展了強勁的品牌故事，這些故事通常都會藉由創立者故事塑造企業

的人格特質與將其擬人化。在這樣的情況下，重要主管的故事強化了企業的地位

與關係(Dowling 2006)。創業家的世界觀與他們的經驗堅定的塑造企業個性；他

的行為為員工樹立典範；領導風格建立企業文化；並形成雇用新進人員的挑選方

針(Wickham 2001)。 

三、 品牌代言人(員工&名人) 

傳統的溝通方法中，廠商可能使用品牌秀(branding shows)傳遞並建立品牌價

值；然而，員工(staff)是更瞭解組織文化的一群人，他們擁有特殊的知識與技能

使他們能傳遞品牌功能，當個人價值與品牌價值一致時，他們會在情感上承諾並

傳遞品牌(Goyder 1999)。企業組織已漸漸了解員工在品牌建立的重要性，在先進

技術的進步下，競爭的品牌已能互相模仿來達到功能、優點相同，品牌的差異利

基於情感上的差異化，亦即顧客對特定組織文化與對特定品牌的情感牽繫(Jones 

2000)。 

名人的定義為在行銷溝通上品牌的代表人物，他可以是真實的人物或是虛擬

的。虛擬的人物像是品牌娃娃(brand character)，無法脫離品牌單獨存在，亦沒有

自己的生活型態；真實的人物則有自己的名譽、人格特質與生活。因此，名人是

對品牌希望溝通的群體而言知名的人，透過名人傳遞的行銷溝通能夠增加品牌形

象與聲譽價值(Pringle & Binet 2005)。因為名人通常有很強的聯想，名人與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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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連結通常可以將那些聯想移轉到品牌之上，品牌的產品研發與製造技術固然重

要，但更重要的是如何讓人在面對同樣的產品競爭下仍願意傾聽，並且相信其品

牌(Aaker 1991)。 

四、 願景 

有利的品牌願景應指出品牌長期的、延伸的意圖，以激勵、鼓勵員工發表其

應如何貢獻自己以達到組織的成功(De Chernatony 2001)。描繪組織使命與道德的

故事因為用於與特定聽眾的溝通，故是需要隨著時間更改以加速溝通的行為模式

(Dowling 2006)。 

品牌願景組成的三因素有：(1)展望未來(envisioned future)：經理人們想像的

未來十年的品牌環境的型態是怎樣；(2)品牌目的(brand purpose)：世界會如何因

為品牌而變的更好？品牌目的為一超越獲利水準的陳述，如：回饋社會、追求卓

越等；(3)品牌價值(brand value)：傳遞品牌承諾，提供品牌在同品類商品中差異

化的基礎，有權威的品牌通常其價值不會有很多個，但讓人容易記憶(De 

Chernatony 2001)。 

五、 行銷訊息 

品牌建立(branding)是另一個訊息釋放(signaling)的概念。訊息是由資訊組成

的標誌或信號 (Duncan, Moriarty 1998)，訊息(signal)除了釋予消費者品牌意義

外，亦有釋放競爭策略給予競爭者警視之意涵。以下就品牌象徵、廣告標語和贊

助與事件行銷討論行銷訊息釋放的故事。 

1. 品牌象徵 

行銷標的的研究是對消費者接收資訊的分析，亦即行銷與廣告的象徵與標誌如何

對消費者產生意義(Duncan & Moriarty 1998)。品牌象徵或許是最容易建立起消費

者與品牌故事間連結的橋樑；品牌象徵擁有很大的力量可用一個多元的想法以溝

通無限的信念系統；品牌象徵為產品建立差異化、知曉度、聯想、喜歡進而產生

忠誠與知覺品質(Aaker 1991)。當企業改變其品牌象徵時，企業的公關部門會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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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關於新的象徵如何說明企業的靈魂的故事(Dowling 2006)。 

2. 廣告標語 

從企業在商業報紙或是雜誌上的廣告可產生對品牌故事粗略的了解，每一個企業

說故事的方法影響了公眾對其的看法(Dowling 2006)。好的企業廣告與識別的關

鍵再於其是否能發出信號與表明一個企業存在的理由，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才

能協調企業使命、道德與行為模式。 

3. 事件行銷/贊助 

行銷人們頻繁的使用贊助與事件以建立與維繫強壯的品牌(Close et al. 2006)。贊

助是為了獲得相關利益而與一個產品、事件與組織產生緊密關聯與聯想的取得權

(Mullin, Hardy & Sutton 2000)；相較於需要付費以獲得活動聯想的贊助，事件行

銷是指一個企業發起活動以產生對另一個實體的聯想的不用付費的努力(Close et 

al. 2006)。事件行銷是體驗行銷的工具，其焦點集中於消費者的經驗，並視理性

與感性驅動的消費為一個完整的經驗(Schmitt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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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家文化 

為了解溝通在文化上之差異，我們必須找出描繪差異的方法，國家文化分析

構面以 Hofstede (1980, 1991)提出之國家文化四構面：個人-群體主義、權力距離、

風險容忍度語剛性-柔性社會為主，輔以高-低語境溝通文化討論之。在此五構面

中。  

壹、Hofstede 國家文化構面與分數 

一、個人主義與群體主義 

在個人-群體主義構面討論的是個人融入團體的程度。在個人主義端，我們

發現在社會中，個人間的聯繫並不緊密，他們只需照顧與他們直接相關的小家

庭；而在集體主義端，個人從出生開始就與其所從屬的團體有很強的、富有凝聚

力的關係，通常這種關係延伸至大家庭的親戚，個人對他們都會有無庸置疑的忠

誠度。這個構面與政治無關，他陳述的是群體關係，而非國家關係。 

二、不確定的容忍度 

在不確定的容忍度之構面，討論社會對於不確定與模糊的容忍程度，亦即人

對真實的追求的兩個極端。其定義為在社會規範之下，個人對於架構不明的情形

感覺舒服與否的程度，亦即架構不明的情況對個人而言，是新鮮的、未知的、驚

喜的且異於平常的。在此構面中，分數較低之國家對於不確定容忍度較低，所以

他們會採取嚴格的法規、安全措施與宗教哲學信仰等方式，達到完全真實的境

界。因此，這樣國家的人民通常較情緒化，並較容易受到內在精神的鼓舞；分數

較高之國家對於不確定容忍度較高，故較易於接受不同文化觀點，他們試圖接受

較少的規定，在宗教哲學方面，他們是相對主義者，並容許許多趨勢同時存在。

在這樣國家的人民通常比較冷淡，傾向沉思，並且不習慣顯露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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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權力距離 

權力距離係指，在組織中權力較少的成員能接受並預期權力是平均分配的程

度；它反映出在下位與上位者間權力的不公平分配，並且假設社會階層的不公平

是由追隨者認可的，而非領導者。在此構面中，各國分數分配較高者表示其社會

權力分配較不平均；而較低者表示其較為平等主義，預期同等權力，並傾向防止

關於地位高低差距的象徵。  

四、剛性與柔性社會 

剛性-柔性的連續代表達的是社會中的性別角色：剛性社會較獨斷、有野心、

競爭與求表現，並且，受虐待是可被接受的，而擁有「大又快即是好」的價值觀，

這樣的文化下的性別角色規範清楚；柔性社會則較端莊、穩重、美麗、自然，擁

有照顧、扶養的價值觀，與模糊的性別角色。 

表 2-2  各國文化分數排行(高) 

 個人主義 不確定容忍度高 權力距離高 剛性社會 

1. 美國(91) 希臘(112) 馬來西亞(104) 斯洛維亞(110) 

2. 澳洲(90) 葡萄牙(104) 斯洛伐克(104) 日本(95) 

3. 英國(89) 瓜地馬拉(101) 瓜地馬拉(95) 匈牙利(88) 

4. 加拿大(80) 烏拉圭(100) 巴拿馬(95) 奧地利(79) 

5. 匈牙利(80) 馬爾他(96) 菲律賓(94) 委內瑞拉(79) 

資料來源：http://www.geert-hofstede.com/ (2007/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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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各國文化分數排行(低) 

 群體主義 不確定容忍度低 權力距離低 柔性社會 

1. 波蘭(6) 新加坡(8) 奧地利(11) 瑞典(5) 

2. 新加坡(8) 牙買加(13) 以色列(13) 挪威(8) 

3. 巴拿馬(11) 丹麥(23) 丹麥(18) 荷蘭(14) 

4. 委內瑞拉(12) 瑞典(29) 紐西蘭(22) 丹麥(16) 

5. 哥倫比亞(13) 香港(29) 愛爾蘭(28) 哥斯大黎加(21) 

資料來源：http://www.geert-hofstede.com/ (2007/4/30) 

若依區域別比較，由表 2-4 各區的文化分數排行中可以看出在各構面中，歐、

美、亞洲地區的差異。在個人主義構面，美洲最高，歐洲其次，亞洲最低；在風

險容忍度方面，美洲最高，亞洲居次，歐洲最低；在權力距離構面，亞洲最高，

歐洲其次。美洲最低；在剛性社會構面，美洲最高，歐、亞同居第二。 

表 2-4 區域文化分數排行 

 個人主義 風險容忍 權力距離 剛性社會 

亞洲 最低(20) 中等(60) 最高(60) 低(55) 

歐洲 中等(55) 最低(70) 中等(40) 低(55) 

美洲 最高(88) 最高(42) 最低(36) 最高(60) 

資料來源：http://www.geert-hofstede.com/ (2007/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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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高語境與低語境溝通文化(high context vs low context) 

高語境溝通文化具有強烈的文化、傳統與歷史意識，他們鮮少隨著時代改

變，像是原始部落社會與原住民文化，如：紐西蘭毛利人、美國原住民，他們的

訊息特性是大部分的資訊都是自然的融入在人的行為與談話中，很少是經過明顯

的編碼然後傳送的，因而能夠代代相傳；相反的，低語境溝通文化則會隨著時代

迅速改變，像是美國，他們的訊息特性是大量的資訊被編碼成直接的訊息傳送

(Hall 1976)。 

Ehrenhaus(1983)提出高語境溝通文化的溝通訊息對於情境特性與解釋很敏

感，傾向於將他人行為歸因於背景、情境與其他個人以外的因素；相反的，低語

境溝通文化的溝通訊息對人格特質很敏感，傾向於將他人的行為歸因於個人性格

等內部因素。 

高、低語境溝通文化在溝通方式的直接程度上的差異是造成誤解的因素，高

語境文化傾向使用間接的表達方式；相反的，低語境文化傾向使用直接的表達方

式(Gudykunst 1994)。 

總體看來，中東、亞洲、非洲、南美等區域國家較重視與群體間之人際關係，

故屬於高語境溝通文化；而西方人包含北美與歐洲人等，較重視事實與行動導

向，傾向直接的溝通，故屬於低語境溝通文化(Hall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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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衡量構面 

Singh, Kumar, Baack (2005)重新整理、定義並確認一有效的跨文化內容分析

評估架構，可適用於跨文化網站內容分析可評估。以下為各構面的評估指標，如

表 2-5： 

(一) 群體主義 

‧ 社區關係—有無社區方針，回饋社會與社會責任政策。 

‧ 社團或聊天室—有無會員俱樂部，產品基礎的會員俱樂部，與公司員工、利

益團體、留言版、討論區等之聊天行為。 

‧ 家庭話題—家庭的圖片，一群員工的圖片，在願景中提及員工團隊及強調團

隊合作與工作責任，強調消費者是家人。 

‧ 忠誠方案—客戶忠誠方案，公司與當地國之聯名卡，特別會員方案 

‧ 公關與新聞稿—線上訂閱的雜誌與新聞 

(二) 個人主義 

‧ 獨立話題—自立自強的話題與形象，自我實現 

‧ 產品獨特性—獨特的賣點，產品差異化特徵 

‧ 個人化—送禮建議，個人知識與招呼，網頁個人化等特徵 

(三) 不確定性容忍度 

‧ 顧客服務—FAQs，顧客服務選擇，客戶服務與客服電子郵件 

‧ 線上導航與指引—網站地圖，指示良好的連結，連結的圖片與按鈕，前進、

後退、上一層、下一層的網頁指示 

‧ 當地專賣店—提及當地辦公室、經銷商、與專賣店之聯絡資訊 

‧ 地方專有名詞—使用地主國專有的比喻、俏皮話，節慶名字 

‧ 傳統題材—強調企業歷史與其特定公司與地主國間的關係，強調對組織歷史

長度的尊敬：「最受尊崇的公司」、「保持傳統」、「企業遺產(leg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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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權力距離 

‧ 組織層級資訊—組織架構圖，每一層級人數，各國經理人資訊 

‧ 總裁照片—管理階層照片，產業的名人與重要人士的照片 

‧ 適當的職稱—公司重要人士的職稱，聯絡資訊中聯絡人的職稱與稱呼，組織

架構圖上人名的職稱 

‧ 願景陳述—公司總裁或董事長對於公司願景的描述 

(五) 高語境溝通文化 

‧ 藝術—對於藝術細節的注意，自由且大膽的色彩使用，強調形象與內容，使

用愛與和諧的訴求 

‧ 有禮貌且間接的—公司的問候語，反應有禮貌的圖片與照片，華麗的文字使

用間接的表達方式，像是「可能」、「有些」，公司整體哲學與企業資訊是謙虛

的。 

‧ 軟性銷售方式(Soft Sell Approach)—用情感的、主觀的觀念表現無形的產品或

服務，常使用娛樂的主題做產品促銷 

(六) 低語境溝通文化 

‧ Hard Sell—折扣，促銷，使用明顯的比較方式強調產品優點 

‧ 公司的聲譽與排行—表現公司在產業的排行，像是 Forbes 與 Fortune，呈現公

司的成長率與重要性。 

‧ 「最好的」的用法—在句子中使用「最好的」的字眼，像是「第一名的…」、

「最優秀的公司」、「世界最大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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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國家文化各構面的評估指標 

群體主義 
‧ 社區關係與社會責任 

‧ 員工或消費者之社團或聊天室‧ 

‧ 員工團隊，強調消費者是家人之文字或圖片。 

‧ 客戶忠誠方案 

‧ 線上訂閱的雜誌與新聞 

個人主義 
‧ 自立自強的獨立話題與形象 

‧ 產品獨特性與差異化特徵 

‧ 個人化服務 

不確定性容忍度 
‧ 顧客服務 

‧ 線上導航與指引 

‧ 聯絡資訊 

‧ 地方專有名詞—使用地主國專有的比喻、俏皮話，節慶

名字 

‧ 強調企業歷史傳統題材與其特定公司與地主國間的關係 

權力距離 
‧ 組織層級資訊—組織架構圖 

‧ 總裁照片 

‧ 適當的職稱 

‧ 願景陳述 

高語境溝通文化 
‧ 強調形象與內容，使用愛與和諧的訴求 

‧ 有禮貌且間接的，公司整體哲學與企業資訊是謙虛的。 

‧ 軟性銷售方式  

低語境溝通文化 
‧ Hard Sell 

‧ 公司的聲譽與排行 

‧ 「最好的」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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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產品品類 

產品依其無形的程度可區分為兩種型態：有形商品(Tangible Product)與無形

商品(Intangible Product)，Levitt(1981)指出有形商品與無形商品因為產品品類的

差異而在銷售與行銷手法上有相當的差異。無形商品是指旅遊產業、貨運產業、

保險產業、修繕產業、顧問產業、電腦軟體產業、投資銀行產業、經紀業、教育

產業、健康照護產業、會計產業等難以事先試用的服務性產品；相反地，有形商

品則可在購買之前直接體驗感受，消費者可以有看到、摸到、嚐到、聞到等方法

試驗，例如：試車、試聞香水等。 

一、 無形商品(Intangible Product) 

無形商品最大的特徵在於消費者通常不知道他們會得到什麼，直到他們沒有

得到而無法獲得滿足，消費者才會去思索自己期望的是什麼。人們通常會依據外

觀評斷事務，印象無關於產品價格高低、科技的複雜度、買者對技術精通的程度

與是否買給自己。越無形的產品，對於包裝持續不斷的評估的影響力越強大，產

品以怎樣的樣式出現？與什麼人一起出現？無形商品在生產與傳遞的方法上需

要相當密集的人力，為了將無形商品「有形化」，無法事前體驗的隱喻、員工的

微笑、品牌象徵等都能顯現「有形化」之無形商品。 

二、 有形商品(Tangible Product) 

相較於無形商品的人力密集度，有形商品在工廠嚴密監督與完善的運輸計畫

下較能實現對消費著預期的承諾。然而，就算是有形商品也無法倖免於象徵與寓

言的使用。銷售有形商品的企業總是會做比其商品更多的承諾，事實上，他們做

了很多的努力在提升商品之外無形利益之承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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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品牌屬性 

產品相關屬性(Product-Related Attributes)給予消費者產品之利益與功能性

(Keller 1993)，以下依據 Tybout & Carpenter (2001)對產品品牌賦予產品之利益分

為三類：功能品品牌、形象品品牌、經驗品品牌。 

一、 功能品品牌(Functional Brands) 

功能性品牌的購買是為滿足消費者功能性需求，像是洗衣服、止痛等等。消

費者對這類產品的聯想是事物質特性與產品基本功能。成功的功能性品牌在其所

屬產品品項，深植消費者心中，他並與同品項產品有許多共同的聯想。 

二、 形象品品牌(Image Brands) 

形象品牌的價值在於形象的投射，其與競爭者間之差異化來自於買者因為其

提供的一系列形象與聯想而購買之。因此，形象品牌通常存在於難以差異化、建

立獨特性的品項中，像是酒、藥品、顧問服務等；或是存在於能見度高的品項中，

像是汽車、鞋子、服飾等。 

三、 經驗品品牌(Experiential Brands) 

經驗品品牌著重在與消費者間的互動，亦即消費的當時消費者感受如何？它

包含環境、產品、服務等品牌的多重觀感。故其為獨特且高度個人化的，同一個

消費者也可能有多次不相同的經驗。經驗品品牌重點在於品牌經驗的一致性與潛

在滿足的發生：為了服務經驗的一致性，員工的選擇與訓練就顯得格外重要；而

在消費者滿足方面，則要不斷擴張服務、增加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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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研究架構 

過去的對品牌故事/敘事的研究主要可分為組織溝通與品牌溝通兩個領域，

組織溝通之研究方法有深入訪談法與個案研究法：以深入訪談法針對組織領導人

之領導風格與組織溝通之探究(Breuer 1998；Silverman 2007)；以個案研究法進行

組織內訊息傳遞的故事之分類與歸納(O’Conner 2002；Boje 1991)。在品牌溝通的

部分，針對商品類別做區分，並將焦點致力於溝通影響與結果，亦即聽眾產生的

觀感好壞、相信與否等。其研究結果獲得各屬性商品是否適合以品牌故事的做法

創造其可信度、態度、知覺品質等實驗設計(賴佩婷 2005；Lee 2005；Griffiths, 

Zimmer, Little 1999)。 

綜合過去研究，在組織內之故事以說組織如何說故事建立組織文化為主，而

組織外說故事之品牌溝通則聚焦於故事形式，即依據產品屬性與消費者人格特質

研究故事形式之有效性。然而，在企業說故事溝通策略之訊息釋放影響上，其影

響效果目前尚無研究，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於依據不同層次構面探討品牌故事主

體差異，歸納出各層次構面對企業品牌故事內容選擇之影響，並整理各故事主體

在品牌管理上之意義。 

Hall (1959)認為文化是溝通，而溝通就是文化(p.169)。企業因為不同文化背

景，在說故事溝通策略的做法上有不同的溝通方式，反映在故事內容上即是企業

對故事主體選擇之差異性。本研究依據不同層次之構面，分別為「國家文化」層

次、「品牌屬性」層次與「產品品類」層次，分別推論「國家文化」、「品牌屬性」

與「產品品類」對品牌說故事溝通策略之影響，以品牌故事內容的故事主體為應

變數討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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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研究架構 

國家文化： 

個人-群體主義 

高-低語境溝通文化 

產品品類： 

有形商品 

無形商品 

品牌故事： 

♦ 顧客 

♦ 創立者 

♦ 品牌代言人 

(員工&名人) 

♦ 願景 

♦ 行銷訊息 

(品牌象徵&廣告標

語&事件行銷/贊助) 

 
品牌屬性： 

功能品品牌 

形象品品牌 

經驗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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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家文化 

國家文化構面除 Hofstede (1980, 1991)提出之個人-群體主義、權力距離、風

險容忍度與剛性-柔性社會四構面外，因為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企業品牌策略溝

通方式之差異，故在文化構面中加入溝通文化構面：高-低語境溝通文化(Hall 

1976, Peter Ehrenhaus 1983, Gudykunst 1994, Fink & Laupase 2000)。在此五個文化

構面中，Gudykunst (1994)認為個人-群體主義與高-低語境兩構面在溝通的影響上

最為顯著，因此，在國家文化變數中，本研究採取個人-群體主義與高-低語境溝

通文化兩構面作為國家文化衡量構面。 

一、個人-群體主義構面 

個人-群體主義構面主要為衡量個人與社會關係或其他個人緊密程度，在個

人主義社會中，個人與他人關係較鬆散，個人自由與決策是重要的，此構面中，

各國個人分數較高者如：美國；在群體主義社會中，個人與團體關係緊密，社會

規範與團體決議是重要的，各國群體主義分數較高者如：中國、日本。 

Singh, Kumar & Baack (2005)提出跨文化國家企業網站內容分析之評估架

構，他們認為個人主義文化國家之企業網頁特性為獨立地形象、自立自強話題的

使用與個人自我實現之表現。而個人獨立之形象可表現於創立者故事、員工故事

之中。因為創立者的個人價值觀與積極的行動力等隱含的情感性因子反映了企業

的形象與承諾，而創立者(founder)或是企業家(entrepreneur)的想法與情感的表達

是企業個性發展的基石(Rode & Vallaster 2005)；員工擁有特殊的知識與技能使他

們能傳遞品牌功能(Goyder 1999)，故可推論：  

H1：相較於高群體主義地區(亞洲)企業，高個人主義地區(美國)企業傾向於

以創立者故事溝通其企業之品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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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相較於高群體主義地區(亞洲)企業，高個人主義地區(美國)企業傾向於

以員工故事溝通其企業之品牌故事。 

二、高-低語境溝通文化構面 

高語境溝通文化傾向於將他人行為歸因於背景、情境與其他個人以外的因

素，其訊息特性是間接隱含於內容當中；相反的，低語境溝通文化傾向於將他人

的行為歸因於個人性格等內部因素，其訊息特性是直接表現其資訊(Hall 1976)。 

品牌象徵之特質為其能反應品牌價值與人格特質和生活型態之聯想並融入

個人生活中(De Chernatony 2001)，故品牌象徵或許是最容易建立起消費者與品牌

故事間連結的橋樑(Aaker 1991)。因此，低語境溝通文化可透過品牌象徵直接傳

遞其人格特質和生活型態等信念系統： 

H3：相較於高語境溝通文化地區(亞洲)企業，低語境溝通文化地區(歐美)

企業傾向於以品牌象徵故事溝通其企業之品牌故事。 

有力的企業願景指出企業長期發展規劃與策略意圖，企業藉由願景價值明

確地闡述，可達成品牌價值傳遞的一致性，並且執行與企業本質一致之價值傳送

系統(De Chernatony 2001)。願景故事直接地傳遞了企業長期經營的目標與企業內

部的資源配置與低語境文化的內部歸因和資訊直接表現的特性一致，故推論： 

H4：相較於高語境溝通文化地區(亞洲)企業，低語境溝通文化地區(歐美)

企業傾向於以願景故事溝通其企業之品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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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產品品類 

一、無形商品 

消費者會有某種程度上是依據商品提供者評估其商品，不僅是商品的生產廠

商，亦包含銷售人員，因為員工的微笑使無形商品「有形化」(Levitt1981)。故事

是建立組織共享知識、經驗溝通與組織改變活動最好的方法，並且與企業組織學

習和知識建立相關(Kirsch 2004)。透過故事，員工能更了解組織價值並融入組織

之中。故當員工個人價值與品牌價值一致時，他們會在情感上承諾並傳遞品牌

(Goyder 1999)。因此，無形商品會透過員工故事達到無形商品承諾之有形化： 

H5：相較於有形商品企業，無形商品企業傾向於以員工故事溝通其企業之

品牌故事。 

此外，無形商品亦可藉由創立者故事達到其商品有形化之目的。很多領導

廠商已依據其對客戶的承諾建立強有力的品牌故事，這些故事通常都會藉由創立

者故事塑造企業的人格特質與將其擬人化，在這樣的情況下，企業的高階主管藉

由企業故事強化了企業地位與受重視程度(Dowling 2006)。因此，無形商品會透

過創立者故事擬人化之企業人格將其無形商品有形化： 

H6：相較於有形商品企業，無形商品企業傾向於以創立者故事溝通其企業

之品牌故事。 

品牌的差異利基於情感上的差異化，亦即顧客對特定組織文化與對特定品

牌的情感牽繫(Jones 2000)。無形商品以服務為主，與消費者間情感的聯繫為其

差異化利基。企業品牌故事必須要與其顧客之生活型態或渴望產生共鳴，因為品

牌故事幫助企業建立其獨特的企業特性，故接受其品牌故事之利益關係人會發出

自身與品牌相關之信號(Dowling 2006)。並且，顧客社群能加速消費者經驗分享，

創新品牌溝通價值(Brown et al. 2003)。消費者以消費角度詮釋消費過程中產生的

服務與象徵意義(Padgett & Allen 1997)可為無形商品之品牌故事： 



 32

H7：相較於有形商品企業，無形商品企業傾向於以顧客故事溝通其企業之

品牌故事。 

二、有形商品 

有形商品雖在商品之有形程度上高於無形商品，然其仍有屬於該品類無法

在消費前察覺之無形的部分，故有形商品必須提升其商品外之無形利益與承諾。

有形商品之無形利益可以表現於名人故事與顧客故事中，名人故事中名人與品牌

關係之聯想可移轉到品牌之上(Aaker 1991)，藉由此移轉之形象有形商品可提升

其商品之象徵與承諾： 

H8：相較於無形商品企業，有形商品企業傾向於以名人故事溝通其企業之

品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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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品牌屬性 

一、功能品品牌 

每一個企業說故事的方法影響了公眾對其的看法(Dowling 2006)，功能品品

牌主要在滿足消費者功能性需求，其差異化方式來自於品牌在產品品類中能有相

對較經濟、有效率與基本功能的聯想。創業家故事會對功能品品牌之經濟、有效

率等形象提出其觀點，因為創業家能針對我們和別人的差異為何？提供一個清楚

的經營概念、價值、人生觀提供了清楚並激勵人心的答案(De Chernatony 2001)。

故功能品品牌會藉由創立者故事描繪其功能性差異化： 

H9：相較於形象品品牌與經驗品品牌之企業，功能品品牌之企業傾向於以

創立者故事溝通其企業之品牌故事。 

二、形象品品牌 

形象品品牌的價值主要來自於其投射的形象，因此，形象品品牌會藉由賦予

產品形象與聯想建立差異化。品牌故事中名人與品牌的關係可建立品牌形象，因

為名人通常有很強的聯想，並且名人與品牌的連結通常可以將那些聯想移轉到品

牌之上(Aaker 1991)，故對名人與品牌連結的描述可以建立品牌形象： 

H10：相較於功能品品牌與經驗品品牌之企業，形象品品牌之企業傾向於以

名人故事溝通其企業之品牌故事。 

除了名人故事對品牌形像之形象外，顧客故事亦提供形象品品牌其使用者聯

想。因為顧客故事與品牌一樣有其價值，顧客背後亦應有一個很棒的故事，你可

以從一個人一天的生活之中所使用的品牌了解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Bruce 2001)，

因為人們購買商品不只是為了產品的功能，更是為了產品所代表的意義(Levy 

1959)。故對顧客的描述可以強化形象品品牌所投射的使用者聯想，建立形象品

之差異化： 



 34

H11：相較於功能品品牌與經驗品品牌之企業，形象品品牌之企業傾向於藉

由顧客故事溝通其企業之品牌故事。 

行銷人們頻繁的使用贊助與事件以建立與維繫強壯的品牌，事件行銷的參與

者對贊助商的知識、熱情與活動力皆正面的影響其對品牌之渴望，而使贊助商得

以融入社區之中(Close et al. 2006)。另外，事件行銷是企業與一個產品、事件與

組織產生緊密關聯與聯想之活動(Mullin, Hardy & Sutton 2000)，故透過活動的投

入可以使利害關係人產生正面的態度與品牌聯想： 

H12：相較於功能品品牌與經驗品品牌之企業，形象品品牌之企業藉由事件

行銷/贊助故事溝通其企業之品牌故事。 

三、經驗品品牌 

經驗品品牌與形象品品牌之差異在於，形象品品牌著重在商品之形象投射，

而經驗品品牌則著重在消費者對與品牌接觸時，其自身的觀感。經驗品品牌因為

以服務為導向，著重於消費者與員工之互動。員工，或更精確的說是組織文化，

是情感價值之主要貢獻者，而組織文化會透過員工與顧客間關係傳遞(De 

Chernatony 2001)。經驗品品牌的差異化利基於其顧客與品牌間的交流，亦即顧

客對特定組織文化與對特定品牌的情感牽繫(Jones 2000)。故經驗品品牌需要員

工之故事強化品牌與利害關係人之連結： 

H13：相較於功能品品牌與形象品品牌之企業，經驗品品牌之企業傾向於使

用員工故事溝通其企業之品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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