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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資料資料資料資料分分分分析析析析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量表信度檢驗量表信度檢驗量表信度檢驗量表信度檢驗 

本研究中之品牌屬性、信心、抵抗性、品牌共鳴皆採多個題項測量，參考過

去相關文獻信效度無虞之量表，經前測分析後，刪除因素載荷值過低或無法歸類

之題項，並將萃取出之因素予以命名，發展成本研究正式研究施測之量表。所有

變數之測量題項、因素分析後所得的因素載荷值，以及各量表的信度（Cronbach’s 

alpha 值）均詳列如下。 

一、品牌屬性 

 

品牌屬性經因素分析後可分成三個屬性：「外型風格」、「功能規格」與「使

用便利性」，其中「外型風格」可歸類為情感因素相關屬性，「功能規格」與「使

用便利性」可歸類為功能因素相關屬性。 

 

表 4.1- 1 品牌屬性測量指標 

因素命名 測量題項 因素載荷值 
信度  

（Cronbach’s alpha） 

外型風格 

� 具有獨特個性 

� 產品風格 

� 能充分表現自我 

� 外型美觀/時尚 

� 外型色彩選擇豐富度 

.820 

.789 

.765 

.735 

.719 

.83 

功能規格 

� 維修服務 

� 規格/配備 

� 口碑評價 

� 保固年限 

� 附贈配備 

.776 

.724 

.710 

.680 

.519 

.75 

使用便利性 

� 重量 

� 電池待機時間 

� 螢幕大小 

.739 

.731 

.437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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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心 

 

信心量表之測量題項是依品牌屬性發展而來，依受測者對於他目前所使用之

筆記型電腦品牌各項屬性之「滿意程度」給予評分。調查資料經因素分析後，刪

除表面效度不佳與因素載荷值過低之題項，可歸類為三種信心：「外型風格」、「品

質認知」與「使用便利性」信心，如表 4.1-2。 

 

表 4.1- 2 信心測量指標 

因素命名 測量題項 因素載荷值 
信度  

（Cronbach’s alpha） 

外型風格 

� 具有獨特個性 

� 能充分表現自我 

� 外型美觀時尚 

� 產品風格 

� 外型色彩選擇豐富度 

.865 

.803 

.772 

.736 

.708 

.90 

品質認知 

� 穩定性高 

� 品質好 

� 評價 

� 規格/配備 

� 螢幕大小 

� 來源國 ex:日本品牌 

.739 

.739 

.675 

.646 

.532 

.522 

.78 

使用便利性 

� 保固年限 

� 維修服務 

� 電池待機時間長 

� 擴充性好 

.753 

.633 

.613 

.483 

.6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抵抗性 

 

抵抗性量表經因素分析和信度檢測後，得到因素載荷值和Cronbach’s alpha

值如表4.1-3。 

表 4.1- 3 抵抗性測量指標 

測量題項內容 因素載荷值 
信度  

（Cronbach’s alpha） 

� 要改變我對目前所使用的筆記型電腦品牌的看法

與觀念是困難的 

� 即使朋友推薦我其他品牌的筆記型電腦，我還是

會選擇我目前所使用的品牌 

.875 

 

.869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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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目前使用的筆記型電腦，並且沒有意願購

買其他品牌的筆記型電腦 

� 若改用其他筆記型電腦，我不確定其他品牌的品

質會比較好 

� 若改用其他筆記型電腦，會降低我工作效率 

� 若改用其他筆記型電腦，我需要重新熟悉新的操

作平台與技術 

.849 

 

.874 

 

.786 

.62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品牌共鳴 

 

品牌共鳴經因素分析後萃取出四個因子：「主動追求」、「社群感」、「行為忠

誠」與「理性認同」，符合理論之分類。唯最後一項「理性認同」，文獻原為態

度連結/心理依戀（attitude attachment），但依本研究測量題項之表面效度分析，

發現原命名並不非常適切，故調整命名為「理性認同」。各個因素經信度檢測後，

皆獲得很高的信度分數，唯理性認同因測量題項較少，數值略低，如表 4.1-4。 

 

表 4.1- 4 品牌共鳴測量指標 

因素命名 測量題項 
因素 

載荷值 

信度  

（Cronbach’s alpha） 

主動追求 

� 我願意加入該品牌的使用者俱樂部 

� 我會投入很多的時間、精力與金錢參

與此品牌的活動（如:特賣會,使用者聚

會,新品上市發表會,抽獎活動） 

� 我會主動蒐集此品牌相關的訊息。 

� 當我提及這個品牌時，我會說"我們"

這個品牌如何。 

� 我會與其他品牌的使用者交換並更新

訊息，成為非正式的品牌代言人。 

� 使用這個品牌讓我感到很快樂。 

� 這個品牌對我而言是很特別的。 

.812 

.770 

 

 

.705 

.701 

 

.688 

 

.641 

.619 

.89 

社群感 

� 當有人批評這個品牌時，我會覺得很

不舒服。 

� 當我知道別人也是使用這個品牌時，

我會認為我們是一夥的。 

� 我覺得這個品牌傳遞的價值觀與我的

人生觀一致。 

� 這個品牌的功能比別的品牌來的好 

.743 

 

.728 

 

.678 

 

.648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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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這個品牌可以顯示我的社會地位 .627 

行為忠誠 

� 當我下次需要購買筆記型電腦時，我

願意再次購買該品牌。 

� 這個品牌的品質良好可靠 

� 我對這個品牌印象良好。 

� 我願意向親友推薦選擇此品牌。 

� 我會想要擁有這個品牌。 

� 我相當熱愛這個品牌 

� 這個品牌對我而言有吸引力。 

� 我願意多付一些錢來購買該品牌的筆

記型電腦。 

� 這個品牌很能反應出我的風格 

.841 

 

.827 

.799 

.735 

.708 

.704 

.679 

.637 

 

.590 

.93 

理性認同 

� 這個品牌給我物超所值的感覺 

� 這個品牌所提供的功能很符合我的需

求 

.771 

.645 .6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個人因素 

 

個人因素的子變項有三個，分別為「自我表現消費動機」、「產品知識」與「性

別」，「自我表現消費動機」與「產品知識」經因素分析和信度檢測後，得到因素

載荷值和Cronbach’s alpha值如表4.1-5。 

 

表 4.1- 5 個人因素測量指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因素命名 測量題項 
因素 

載荷值 

信度  

（Cronbach’s alpha） 

自我表現 

消費動機 

� 平時購物時，我會考慮商品能不能幫

助成為理想中的那個人。 

� 平時購物時，我會考慮商品能不能表

現我的個性。 

� 平時購物時，我會考慮別人會怎麼看

我。 

.797 

 

.711 

 

.683 

 

.61 

產品知識 

� 我可以比較出不同「筆記型電腦」廠

商的產品差異或 品牌差異。 

� 我對我『目前』所使用的筆記型電腦

很瞭解。 

.897 

 

.86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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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樣本描述樣本描述樣本描述樣本描述 

 

一、基本資料描述 

 

本研究共收集有效樣本 515 份，剔除非 ASUS 與 SONY 的使用者，最終有

效樣本為 280 份，其中 ASUS 使用者佔 169 人，SONY 使用者佔 111 人。 

 

參與本研究受訪者男女比例為 52％和 48%；教育程度以大專畢業者最多，

佔了 6 成，其次為研究所畢業者，將近 4 成；年齡分佈則以 19~23 歲（佔 4 成），

和 24~28 歲（佔 4 成）最多；每月平均收入以二萬元以下者最多，超過六成；職

業分佈方面，學生所佔比例最多，約佔六成，其次為從商者 （16%）。 

 

表 4.2- 1  ASUS 與 SONY 受訪者背景描述 

人口統計變項 人數（N=280） 有效百分比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女性 133 47.7% 

男性 146 52.3%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教育程度 

高中職 2 .7% 

大專 170 61.4% 

研究所 105 37.9% 

月收入月收入月收入月收入 

20,000以下 176 63.1% 

20,001-40,000 70 25.1% 

40,001-60,000 26 9.3% 

60,000-80,000 5 1.8% 

80,000以上 2 .7% 

職業職業職業職業 

工（資訊,科技） 20 7.2% 

商 44 15.8% 

軍 5 1.8% 

公 7 2.5% 

教 12 4.3% 

自由業 14 5.0% 

學生 168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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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 1 .4% 

醫 3 1.1% 

待業中（待兵） 5 1.8%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15 - 18歲 5 1.8% 

19 - 23歲 123 44.1% 

24 - 28歲 113 40.5% 

29 - 35歲 34 12.2% 

36 - 42歲 3 1.1% 

42歲以上 1 .4% 

            

 

二、最多人使用的筆記型電腦品牌 

 

由表 4.2-2 可看出，最多人使用的筆記型電腦品牌，第一名為華碩 Asus，第

二名為宏碁 Acer，Sony 排名第三，但以目前 Sony 的市佔率僅有 2%的情況研判，

應是本研究針對 Sony 使用者加重樣本的結果，故最多人使用的筆記型電腦品牌

前五名應為 Asus、Acer、HP Compaq、IBM、Toshiba，與目前市場上前五大筆

電品牌完全相符；依本研究此五大品牌合併佔有率高達 92%，與市場現況相同，

可見筆記型電腦大者恆大的態勢，已大勢抵定。 

 

表 4.2- 2 全部受訪者「目前」擁有或使用的筆記型電腦品牌 

筆記型電腦品牌 人數（N=519） 有效百分比 

華碩Asus 169 32.8% 

宏碁Acer 78 15.1% 

新力Sony 111 21.6% 

惠普康柏HP Compaq 38 7.4% 

聯想Lenovo IBM 50 9.7% 

東芝Toshiba 27 5.2% 

蘋果Apple 13 2.5% 

明基BenQ 8 1.6% 

戴爾Dell 2 0.4% 

富士通Fujitsu 3 0.6% 

倫飛Twinhead 1 0.2% 

技嘉Gigabyte 3 0.6% 

微星MSI 7 1.4% 

精英ECS 1 0.2% 



 

48 

 

國際Panasonic 1 0.2% 

藍天Clevo 1 0.2% 

NEC 1 0.2% 

大同Tatung 1 0.2% 

    

    

三、消費者對品牌屬性重要性的認知 

        

由表4.2-3可看出，消費者購買筆記型電腦最重視的三大屬性為「規格配備」

（非常重要55.7%）與「維修服務」（非常重要52.9%），過半的受訪者認為非

常重要，還有「口碑評價」，認為重要和非常重要的比例高達八成；此外，「重

量」也是一個非常受到重視的屬性，受訪者認為重要和非常重要的比例高達七成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外型」在過去並非重要的屬性，消費者通常比較完

所有品牌的功能規格後，最後才會看外型。現在受訪者認為「外型」有點重要和

重要的比例達七成；認為「產品風格」有點重要和重要的比例也達六成六，可見

當成市場成熟後，情感性屬性的重要性也大幅攀升。 

    

表 4.2- 3 消費者對品牌屬性的重要性認知 

品牌屬性 
非常 

不重要 
不重要 

有點 

不重要 

有點 

重要 
重要 

非常 

重要 

外型美觀/時尚 0 .4 6.8 32.3 38.7 21.9 

外型色彩選擇豐富度 1.4 3.6 23.5 39.7 23.5 8.3 

口碑評價 0 0 1.8 9.4 41.7 47.1 

規格/配備 0 0 .4 8.9 35.0 55.7 

產品風格 0 1.8 14.0 31.5 35.8 16.8 

具有獨特個性 .7 6.1 23.0 31.7 25.9 12.6 

螢幕大小 0 .4 11.1 28.9 43.9 15.7 

維修服務 0 .7 2.5 12.9 31.1 52.9 

重量 .4 .4 8.2 20.4 37.5 33.2 

保固年限 0 .7 6.5 18.6 39.1 35.1 

能充分表現自我 2.5 7.1 32.1 28.9 19.3 10.0 

附贈配備 1.8 4.7 19.1 31.3 30.6 12.6 

電池待機時間 0 .7 9.0 20.4 34.4 35.5 

    單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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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問題分析研究問題分析研究問題分析研究問題分析 

 

一一一一、、、、    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對對對對 ASUS與與與與 SONY的的的的品牌屬性品牌屬性品牌屬性品牌屬性認知認知認知認知 

 

本研究愈選擇一功能性定位品牌和一情感性定位之品牌做為本研究之研究

代表案例，根據次級資料分析結果，選定 ASUS 和 SONY 為研究品牌，即假設

消費者對 ASUS 和 SONY 的認知是有差異的，消費者對 ASUS 的品牌認知主要

以功能性為主，消費者對 SONY 的品牌屬性認知，主要以「情感性屬性」為主。 

 

從 T 檢定分析結果顯示，無論是在「情感性屬性」（p=.000 <.05）或「功能

性屬性」（p=.001 <.05）皆達顯著水準，表 SONY 的使用者和 ASUS 的使用者在

情感性屬性和功能性屬性的重要性的認知是有差異的；SONY 在情感性屬性的平

均數較高（M=4.6），ASUS 在功能性屬性的平均數較高（M=5.09），表較重視情

感性屬性的消費者會買 SONY，較重視功能性屬性的消費者會買 ASUS，本研究

之假設獲得支持。 

 

表 4.3- 1 消費者對品牌屬性的重要性認知 

品牌屬性重要性認知 平均數 標準差 

ASUS 

（N=165） 

4.03 
.75 

情感性屬性 
SONY 

（N=108） 

4.60 
.77 

t=-6.01，p=.000 <.05 達顯著水準 

品牌屬性重要性認知 平均數 標準差 

ASUS 

（N=166） 

5.09 
.51 

功能性屬性 
SONY 

（N=108） 

4.83 
.63 

t=3.5，p=.001 <.05 達顯著水準 

 

 

二二二二、、、、    ASUS使用者與使用者與使用者與使用者與 SONY使用者的品牌共鳴程度使用者的品牌共鳴程度使用者的品牌共鳴程度使用者的品牌共鳴程度 

 

根據研究者對環境的觀察及多項研究數據顯示，SONY 使用者的忠誠度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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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其他品牌的使用者，故本研究假設 SONY 和 ASUS 品牌共鳴是有差異的，

SONY 的使用者品牌共鳴程度較高，ASUS 的使用者品牌共鳴程度較低。 

     

從T檢定分析結果顯示，p=.002<.05，達顯著水準，表消費者對ASUS和SONY

的品牌共鳴程度是有差異的；SONY的使用者品牌共鳴程度較高（M=4.15, 

SD=.79），ASUS的使用者品牌共鳴程度較低（M=3.85, SD=.69），本研究之假設

獲得支持。 

 

表 4.3- 2  ASUS 和 SONY 使用者之品牌共鳴 

品牌共鳴 平均數 標準差 

ASUS （N=164） 3.85 .69 

SONY （N=101） 4.15 .79 

t=-3.16，p=.002 <.05 達顯著水準 

 

 

 

三三三三、、、、    品牌屬性對信品牌屬性對信品牌屬性對信品牌屬性對信心之影心之影心之影心之影響響響響 

 

從簡單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情感性屬性（p=.000<.05）和功能性屬性

（p=.003<.05）皆顯著，表情感性屬性和功能性屬性皆會對「信心」造成影響；

其中情感性屬性的β值為.519，遠高於功能性屬性（β=.156），表情感性屬性比功

能性屬性更能有效預測信心，本研究之假設獲得支持。R值表品牌屬性對信心的

整體解釋力為.32，調整後解釋的變異量（adjusted-R²）為 .318。 

 

表 4.3- 3 品牌屬性對信心的影響 

自變項 R adjusted-R² β P 值 

情感性屬性 .519 .000 

功能性屬性 
.32 .318 

.156 .003 

 

 

 

四四四四、、、、    品牌屬性對抵抗性之影響品牌屬性對抵抗性之影響品牌屬性對抵抗性之影響品牌屬性對抵抗性之影響 

 

從簡單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品牌屬性對抵抗性之影響，僅有情感性屬性顯

著（p=.000<.05），功能性屬性（p=.736>.05）不顯著，表只有情感性屬性才會

對抵抗性有影響，本研究之假設獲得部份支持。品牌屬性對抵抗力的整體解釋力

為.58，調整後解釋的變異量（adjusted-R²）為.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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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4 品牌屬性對抵抗性之影響 

自變項 R adjusted-R² β P 值 

情感性屬性 .236 .000 

功能性屬性 
.58 .050 

.021 .736 

 

 

五五五五、、、、    信心信心信心信心對品牌共鳴之對品牌共鳴之對品牌共鳴之對品牌共鳴之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首先，先將信心分群，分成低信心組、中信心組、高信心組三群，受訪者有

漏答(missing值)者不納入統計分析之中，從單因子變異數（One-way ANOVA）

分析的結果顯示，信心對品牌共鳴各階層之p值皆顯著（p=.000 <.05），表低信

心組、中信心組、高信心組組間具有高度差異。 

 

再觀察平均數之數值，可發現高信心組，在品牌共鳴各階層的得分均最高；

低信心組，在各階層的得分均最低，表信心越高者,主動追求越高、社群感越高、

行為忠誠越高、理性認同越高。 

 

根據品牌共鳴文獻，本研究假設高信心組與低信心組在「行為忠誠、理性認

同」表現應差異不太，只有在「主動追求、社群感」會有明顯差異，但研究結果

發現高信心組與低信心組對品牌共鳴並無明顯差異式之影響，只有強弱之別，部

份假設獲得支持。 

 

表 4.3- 5 信心對品牌共鳴之影響 

依變項 自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低信心組（N=70） 3.10 .69 

中信心組（N=113） 3.69 .69 主動追求 

高信心組（N=75） 4.38 .94 

50.32 .000 

低信心組（N=71） 2.98 .77 

中信心組（N=116） 3.70 .71 社群感 

高信心組（N=77） 4.18 .96 

41.78 .000 

低信心組（N=71） 3.68 .72 

中信心組（N=114） 4.28 .60 行為忠誠 

高信心組（N=75） 4.96 .66 

70.73 .000 

低信心組（N=71） 3.73 .73 

中信心組（N=117） 4.23 .68 理性認同 

高信心組（N=78） 4.79 .67 

44.0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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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    抵抗性抵抗性抵抗性抵抗性對品牌共鳴之對品牌共鳴之對品牌共鳴之對品牌共鳴之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將抵抗性分群，分成低抵抗性、中抵抗性、高抵抗性三群，受訪者有漏答

(missing值)者不納入統計分析之中，從單因子變異數（One-way ANOVA）分析

的結果顯示，抵抗性對品牌共鳴各階層之p值皆顯著（p=.000 <.05），表低抵抗

性組、中抵抗性組、高抵抗性組組間具有高度差異。 

 

再觀察平均數之數值，可發現高抵抗性組，在品牌共鳴各階層的得分均最

高；低抵抗性組，在各階層的得分均最低，表抵抗性越高者,主動追求越高、社

群感越高、行為忠誠越高、理性認同越高。 

 

同信心之假設，本研究假設高抵抗性組與低抵抗性組在「行為忠誠、理性認

同」表現應差異不太，只有在「主動追求、社群感」會有明顯差異，但研究結果

發現高抵抗性組與低抵抗性組對品牌共鳴並無明顯差異式之影響，只有強弱之

別，部份假設獲得支持。 

 

表 4.3- 6 抵抗性對品牌共鳴之影響 

依變項 自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P 值 

低抵抗性組（N=75） 3.18 .88 

中抵抗性組（N=125） 3.74 .76 主動追求 

高抵抗性組（N=62） 4.29 .85 

31.56 .000 

低抵抗性組（N=77） 3.11 .89 

中抵抗性組（N=125） 3.64 .76 社群感 

高抵抗性組（N=65） 4.25 .89 

33.19 .000 

低抵抗性組（N=75） 3.79 .76 

中抵抗性組（N=127） 4.25 .65 行為忠誠 

高抵抗性組（N=63） 5.06 .63 

60.82 .000 

低抵抗性組（N=77） 3.84 .78 

中抵抗性組（N=127） 4.19 .65 理性認同 

高抵抗性組（N=65） 4.95 .68 

47.3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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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    個人因素對個人因素對個人因素對個人因素對品牌屬性與品牌屬性與品牌屬性與品牌屬性與「「「「信心信心信心信心」」」」之影響之影響之影響之影響    

    

從簡單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加入了個人因素「產品知識」、「自我表現消

費動機」、「性別」後，與原來的結果維持相同，情感性屬性（p=.000<.05）與

功能性屬性（p=.019<.05）皆顯著。 

 

值得注意的是產品知識也顯著（p=.000<.05），表產品知識會影響消費者對

品牌屬性的重視程度，進而影響其對購買品牌之信心；而看似比較容易影響消費

者信心的「自我表現消費動機」結果反而不顯著，由此可發現，自我表現消費動

機強的消費者，並不會對其購買之品牌有比較強的信心，推估可能因為特別留意

時尚的變化或為跟隨最新流行，反而更容易改變其購買選擇，以彰顯自己的品

味。此外，性別也沒有影響，推翻一般人以為男性才會對科技電子產品比較有興

趣、涉入度高、信心強，研究發現，性別沒有影響，對科技產品的關注，男性和

女性旗鼓相當。 

 

本研究之假設獲得部份支持。R值表個人因素與品牌屬性對信心的整體解釋

力為.389，調整後解釋的變異量（adjusted-R²）為 .376。 

 

表 4.3- 7 個人因素與品牌屬性對信心之影響 

自變項 R 值 adjusted-R² β P 值 

情感性屬性 .450 .000 

功能性屬性 .124 .019 

產品知識 .284 .000 

自我表現消費動機 -.033 .588 

性別 

.389 .376 

-.001 .980 

 

     

 

八八八八、、、、    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對對對對品牌屬性與品牌屬性與品牌屬性與品牌屬性與「「「「抵抗性抵抗性抵抗性抵抗性」」」」之影響之影響之影響之影響    

 

從簡單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加入了個人因素「產品知識」、「自我表現消

費動機」、「性別」後，情感性屬性顯著（p=.034<.05），與原來結果相同，但

功能性屬性從原本的顯著變成不顯著了（p=.945>.05），此外，產品知識也顯著

（p=.03 <.05），其餘皆不顯著如表4.3-8。 

 

由此可發現，個人因素中只有「產品知識」會影響消費者對情感性屬性的重

視程度，進而影響其對特定品牌之信心，對功能性屬性反而沒有影響。由此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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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重視功能性屬性的消費者，應原本就具備一定程度以上的產品知識，才會對功

能相關屬性（如硬碟、CPU、穩定性等）特別重視；而原本對產品較不懂的人，

會比較重視外型、風格等外顯性屬性，若習得了一些產品知識後，容易改變其對

產品屬性重要性的評估，進而影響其購買決策行為。 

 

本研究之假設獲得部份支持，個人因素與品牌屬性對抵抗性的整體解釋力

為.081，調整後解釋的變異量（adjusted-R²）為.062。 

 

表 4.3- 8 個人因素與品牌屬性對抵抗性之影響 

自變項 R 值 adjusted-R² β P 值 

情感性屬性 .157 .034 

功能性屬性 -.004 .945 

產品知識 .153 .030 

自我表現消費動機 .050 .495 

性別 

.081 .062 

-.002 .973 

 

        

九九九九、、、、    個人因素對品牌共鳴之影響個人因素對品牌共鳴之影響個人因素對品牌共鳴之影響個人因素對品牌共鳴之影響    

 

從簡單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在主動追求方面，個人因素「產品知識」、「自

我表現消費動機」、「性別」對「主動追求」均達顯著水準（p 值依次為.000, .000, .01）,

表自我表現消費動機、產品知識與性別皆能有效預測「主動追求」。其中，自我

表現消費動機的 Beta 系數最高（β=.383），預測抵抗性的效果最強。由此可發

現，自我表現消費動機越高的人，主動追求程度越高 

 

在社群感方面，只有自我表現消費動機（p=.000 <.05）和產品知識（p=.004 

<.05）達顯著水準, 表自我表現消費動機和產品知識有效預測「社群感」，其中自

我表現消費動機Beta系數高達.53, 是所有變數中相關系數最高的；由此可發現，

消費者自我表現消費動機越強者，社群感越強。 

 

在行為忠誠方面，和社群感相同，只有自我表現消費動機顯著（p=.000 

<.05），和產品知識顯著（p=.000 <.05），性別不顯著，表自我表現消費動機和

產品知識能有效預測行為忠誠，自我表現消費動機和產品知識越強者，行為忠誠

越強。 

 

在理性認同方面，只有產品知識（p=.000）達顯著水準，自我表現消費動機

和性別不顯著。由此推估產品知識越強者，有能力比較不同筆記型電腦品牌間產

品規格、性能與評比之優劣，當其經審慎評估後，若認同某品牌，會產生強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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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支持，因此理性認同越強。反之，自我表現消費動機高的人，容易產生衝動

性購買，購買決策偏感性思考，因此對理性認同沒有影響，性別也不會造成差異，

本研究之假設獲得部份支持。 

 

表 4.3- 9 個人因素對品牌共鳴之影響 

依變項 自變項 R 值 adjusted-R² β P 值 

自我表現消費動機 .383 .000 

產品知識 .261 .000 主動追求 

性別 

.345 .338 

.135 .010 

自我表現消費動機 .530 .000 

產品知識 .159 .004 社群感 

性別 

.367 .360 

-.020 .690 

自我表現消費動機 236 .000 

產品知識 .361 .000 行為忠誠 

性別 

.283 .275 

.090 .100 

自我表現消費動機 .097 .108 

產品知識 .367 .000 理性認同 

性別 

.160 .151 

-.066 .258 

 

        

 

十十十十、、、、    ASUS和和和和 SONY使用者的信心和抵抗力程度使用者的信心和抵抗力程度使用者的信心和抵抗力程度使用者的信心和抵抗力程度 

 

在驗證完所有的假設後，大部份的假設都獲得支持，消費者對ASUS和SONY

的品牌屬性認知不同，導致品牌共鳴程度高低也有所不同。本研究最後試圖再回

頭檢視ASUS和SONY使用者之信心和抵抗性是否有差異，由T檢定分析結果顯

示，信心和抵抗性皆達高度顯著（信心p=.000 <.05; 抵抗性p=.002 <.05），表ASUS

的使用者和SONY的使用者在信心和抵抗力程度的表現上是有明顯差異的。 

 

其次，再從平均數分析，發現SONY的使用者在信心的分數高於ASUS的使

用者（SONY M=4.7; ASUS M=4.39）；在抵抗性部份，SONY使用者的平均數也

高於ASUS （SONY M=4.14; ASUS M=3.80），無怪乎，SONY在品牌共鳴的表現

上較為優異，合於理論，本研究之假設亦獲得支持。 

 

 

表 4.3- 10  ASUS 和 SONY 使用者的信心程度 

信心信心信心信心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ASUS （N=160） 4.39 .57 -4.43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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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 （N=106） 4.70 .52 

 

表 4.3- 11  ASUS 和 SONY 使用者的抵抗性程度 

抵抗性抵抗性抵抗性抵抗性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ASUS （N=162） 3.80 .85 

SONY （N=107） 4.14 .92 
-3.104 .002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ASUS和和和和 SONY於於於於品牌共鳴品牌共鳴品牌共鳴品牌共鳴四階層之表現四階層之表現四階層之表現四階層之表現 

 

本章於一開始，即對ASUS和SONY之品牌共鳴表現做探討如表4.3-2，約略

可得到ASUS和SONY的品牌共鳴是有差異的，SONY優於ASUS這樣的結論。現

在本研究將一一檢視此二品牌在四個品牌共鳴階層的細部表現是否有差異。 

 

從T檢定分析的結果顯示，ASUS和SONY使用者在「主動追求（P=.000）、

社群感（P=.022）、行為忠誠（P=.000）」前三階層均達顯著，SONY的平均數

（M=3.98, 3.79, 4.64）也都高於ASUS，表SONY使用者之主動追求、社群感與行

為忠誠較高。 

 

值得注意的是，四階層中唯有「理性認同」不顯著（P=.22<.05），且ASUS

在理性認同的平均數首次高於SONY（ ASUS M=4.32; SONY M=4.19），表在理

性上，消費者較認同ASUS，認為其C/P值高、規格優於同級其他品牌、品質好、

穩定性高、價格實在，但在主動追求、社群感和行為忠誠方面，表現卻不如SONY。 

 

表 4.3- 12  ASUS 和 SONY 之品牌共鳴四階層 

依變項 品牌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ASUS （N=162） 3.55 .82 
主動追求 

SONY （N=107） 3.98 .98 
-3.71 .000 

ASUS （N=168） 3.54 .86 
社群感 

SONY （N=110） 3.79 .99 
-2.31 .022 

ASUS （N=167） 4.09 .76 
行為忠誠 

SONY （N=107） 4.64 .80 
-5.68 .000 

ASUS （N=169） 4.32 .75 
理性認同 

SONY （N=111） 4.19 .88 
1.2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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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本研究之所有假設驗證整理如下（表 4.3-13）。 

 

表 4.3- 13 假設驗證表 

假 設 假說驗證 

顯著 

顯著 

H1：：：：ASUS的的的的消費者與消費者與消費者與消費者與 SONY的的的的消費者對品牌屬性消費者對品牌屬性消費者對品牌屬性消費者對品牌屬性重要性的重要性的重要性的重要性的認知認知認知認知

是有差異的是有差異的是有差異的是有差異的。。。。 

H1a: 購買 ASUS 的消費者與購買 SONY 的使用者相較， 

較重視「功能性屬性」。 

H1b: 購買 SONY 的消費者與購買 ASUS 的使用者相較， 

較重視「情感性屬性」。 

顯著 

顯著 

顯著 

H2：：：：消費者對消費者對消費者對消費者對 ASUS與與與與 SONY之品牌共鳴程度是有差異的之品牌共鳴程度是有差異的之品牌共鳴程度是有差異的之品牌共鳴程度是有差異的。。。。 

H2a: 消費者對 ASUS 的品牌共鳴程度低於 SONY。 

H2b: 消費者對 SONY 的品牌共鳴程度高於 ASUS。 顯著 

H3：：：：消費者對不同品牌屬性之重視程度會影響其對特定品牌之消費者對不同品牌屬性之重視程度會影響其對特定品牌之消費者對不同品牌屬性之重視程度會影響其對特定品牌之消費者對不同品牌屬性之重視程度會影響其對特定品牌之 

「「「「信心信心信心信心」」」」。 

顯著 

H4：：：：消費者對不同品牌屬性之重視程度會影響其對特定品牌之消費者對不同品牌屬性之重視程度會影響其對特定品牌之消費者對不同品牌屬性之重視程度會影響其對特定品牌之消費者對不同品牌屬性之重視程度會影響其對特定品牌之 

「「「「抵抗性抵抗性抵抗性抵抗性」」」」。 

情感性屬性 

部份顯著 

 

顯著 

顯著 

顯著 

H5：：：：消費者的消費者的消費者的消費者的「「「「信心信心信心信心」，」，」，」，會對不同階層的品牌共鳴產生差異式的會對不同階層的品牌共鳴產生差異式的會對不同階層的品牌共鳴產生差異式的會對不同階層的品牌共鳴產生差異式的 

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H5a：高信心者，「主動追求」程度越高。 

H5b：高信心者，「社群感」程度越高。 

H5c：高信心者，「行為忠誠」程度越高。 

H5d：高信心者，「理性認同」程度越高。 

顯著 

 

顯著 

顯著 

顯著 

H6：：：：消費者的消費者的消費者的消費者的「「「「抵抗性抵抗性抵抗性抵抗性」，」，」，」，會對不同階層的品牌共鳴產生影響會對不同階層的品牌共鳴產生影響會對不同階層的品牌共鳴產生影響會對不同階層的品牌共鳴產生影響。 

H6a：高抵抗性者，「主動追求」程度越高。 

H6b：高抵抗性者，「社群感」程度越高。 

H6c：高抵抗性者，「行為忠誠」程度越高。 

H6d：高抵抗性者，「理性認同」程度越高。 顯著 

 

不顯著 

顯著 

H7：：：：消費者的消費者的消費者的消費者的「「「「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會影響其對品牌會影響其對品牌會影響其對品牌會影響其對品牌之之之之「「「「信心信心信心信心」。」。」。」。 

H7a: 消費者的「自我表現消費動機」會影響其對品牌的信心。 

H7b: 消費者的「產品知識」會影響其對品牌的信心。 

H7c: 消費者的「性別差異」會影響其對品牌的信心。 不顯著 

 

不顯著 

顯著 

H8：：：：消費者的消費者的消費者的消費者的「「「「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個人因素」」」」會影響會影響會影響會影響其對其他品牌之其對其他品牌之其對其他品牌之其對其他品牌之「「「「抵抗性抵抗性抵抗性抵抗性」。」。」。」。 

H8a: 消費者的「自我表現消費動機」會影響抵抗性。 

H8b: 消費者的「產品知識」會影響抵抗性。 

H8c: 消費者的「性別差異」會影響抵抗性。 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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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9：：：：消費者的個人因素會對消費者的個人因素會對消費者的個人因素會對消費者的個人因素會對不同階層的品牌共鳴產生影響不同階層的品牌共鳴產生影響不同階層的品牌共鳴產生影響不同階層的品牌共鳴產生影響。  

 

顯著 

部份 

顯著 

部份 

顯著 

H9a：消費者的「自我表現消費動機、產品知識、性別差異」

會對「主動追求」有影響。 

H9b：消費者的「自我表現消費動機、產品知識、性別差異」

會對「社群感」有影響。 

H9c：消費者的「自我表現消費動機、產品知識、性別差異」

會對「行為忠誠」有影響。 

H9d：消費者的「自我表現消費動機、產品知識、性別差異」

會對「理性認同」有影響。 

部份 

顯著 

顯著 

顯著 

H10: 消費者對消費者對消費者對消費者對ASUS和和和和SONY的信心是有差異的的信心是有差異的的信心是有差異的的信心是有差異的。 

H10a:消費者對ASUS的信心程度較低。 

H10b:消費者對SONY的信心程度較高。 顯著 

顯著 

顯著 

H11: 消費者對消費者對消費者對消費者對ASUS和和和和SONY的抵抗力是有差異的的抵抗力是有差異的的抵抗力是有差異的的抵抗力是有差異的。 

H11a:消費者對ASUS的抵抗力較低。 

H11b:消費者對SONY的抵抗力較高。 顯著 

 

顯著 

顯著 

顯著 

H12：：：：消費者對消費者對消費者對消費者對 ASUS與與與與 SONY不同階層的品牌共鳴不同階層的品牌共鳴不同階層的品牌共鳴不同階層的品牌共鳴是有差異的是有差異的是有差異的是有差異的。。。。 

H12a:消費者對 SONY 與 ASUS 在「主動追求」是有差異的。 

H12a:消費者對 SONY 與 ASUS 在「社群感」是有差異的。 

H12a:消費者對 SONY 與 ASUS 在「行為忠誠」是有差異的。 

H12a:消費者對 SONY 與 ASUS 在「理性認同」是有差異的。 不顯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