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由於電視的媒體特性，使得消費者在電視購物上的購物經驗迥異於一般實體

通路的購物經驗。受限於電視所能傳遞的資訊形態有限，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無

法如在實體通路時一般，可以輕易的透過五官來觀察產品的品質。因此電視購物

的銷售方式多半是採取資訊式的廣告，提供消費者相關的產品特性，以及透過主

持人對於產品的屬性介紹來達成交易。由於消費者非親身的檢視產品的品質，消

費者對於產品的品質判斷多半得依賴購物頻道的提供，來做為衡量產品品質的評

判標準，購物頻道扮演著為消費者檢視產品品質的代理人(agency)角色。 

 

所謂代理是指當其中一方（委託人）依賴另一方(代理人)來執行某些工作

時，雙方之間便存在著代理關係(Bergen, Dutta, and Walker, 1992)。行銷上由於牽

涉到交易，因此代理關係普遍存在於行銷領域。由於通路商扮演著消費者和製造

商之間的中介角色，一方面通路商接受製造商的委託，進行部份的行銷工作，另

一方面，消費者仰賴零售商提供正確的產品資訊，因此零售商又可被視為最終消

費者的代理人(Coughlan, 1998; Devinney, 1998;轉引自陳怡伶，2003)。電視購物

頻道一方面代理製造商做產品販售及行銷工作；另一方面又代理消費者做為產品

挑選的角色。由於購物頻道訴求對象為消費者，因此購物頻道多半以消費者代理

人的角色進行產品販售的手段，例如東森購物便打出「東森嚴選」，來對於消費

者進行品質訴求的溝通。 

 

儘管購物頻道極力形塑成為消費者代理人的形象，然而從過去的研究來看，

消費者對於電視購物上的購買行為風險知覺仍舊較實體通路來得高。由於在電子

商務上資訊豐富度相較於實體通路來得低，消費者無法親身感受產品的品質，因

此不確定的感覺會使得消費者在進行電子商務交易時風險和成本都會增加

(Spence, 1973)。而也由於電視購物的媒體特性，使得原本就存在於通路商和消費

者之間的資訊不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情形更加顯著。從資訊不對稱的角

度來看，相較於搜尋性產品，在經驗性產品上資訊不對稱的情況更加的嚴重。由

於經驗性產品必需經過產品的使用才能了解品質，再加上電視購物上資訊豐富程

度並不如實體商店，消費者無法親自觸及產品並感受產品的品質，因此在經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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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上購物頻道與消費者的資訊不對稱的狀況更加明顯。相反的，由於搜尋性的

產品品質溝通容易，因此即使電子商務上資訊豐富程度不高，仍可以用一些簡單

的規格來與消費者溝通品質，因此在搜尋性產品上電視購物頻道與消費資訊不對

稱的情況較不嚴重。 

 

消費者在觀看電視購物頻道經驗材的販售節目時，完全僅能依賴品牌及銷售

人員的解說來進行品質的判斷，品牌做為品質標示的功用更加顯著，因此從理論

上推斷，除了製造商的品牌，電視購物頻道品牌應該也能為做為消費者判斷品質

時重要的參考標準。然而陳怡伶（2003）的研究確發現，購物頻道品牌知名度確

實在不同的產品特性時會產生效果，然而購物頻道的品牌效果卻與過去的研究結

果不一致，研究發現購物頻道的品牌在經驗性產品時並無法發揮品質標示的效

果，相反的，在搜尋性產品時卻具有效果。 

 

由於電視購物頻道近年來的蓬勃發展，使得電視購物成為製造商不可忽視的

通路選擇之一，因此電視購物品牌對於品質的標示效果成為一重要的議題。而電

視購物的購物型態特殊，是過去訊號理論所無法解釋，本研究嘗試利用交易成本

中專屬資產投資的不可輕易移轉的概念，討論當電視購物商對於與製造商為品牌

聯盟做不同程度的投入時，是否會影響消費者對於知覺品質的感知，以及在不同

產品特性的情況下，消費者是否有不同的反應。本章分為五個部份：第一節電視

購物的發展；第二節品牌聯盟對於消費者知覺品質的影響；第三節探討專屬資產

成為抵押品；第四節不同知名度品牌的承諾效果；第五節產品的可觀察程度與消

費者對於訊號的需求。 

第一節 電視購物的發展 

一、電視購物 

有線電視購物頻道是指由頻道經營者，以長期經營顧客群的方式，針對顧客

需要，篩選適當產品，並透過電視頻道將商品銷售給消費者。由於電視購物大多

數的銷售型態是直接透過頻道來傳送產品相關特性，並提供產品諮詢、產品訂

購、送貨服務和售後服務，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無需設置店面展示商品。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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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廣告主要在有線電視播放，某些電視購物廣告會在衛星頻道中間插播，不過

整個頻道都是購物廣告才稱為購物頻道，電視購物又被視為是一種無店舖的行銷

(Non-store Retailing)（吳翠萍，1994）。無店舖銷售是指產品直接由廠商交到消費

都手中，而不須透過零售商店販售的行銷通路模式(Boxerson and Cooper, 1992)，

無店舖銷售的方式包含郵購目錄、電視購物、網路購物等等。 

二、台灣電視購物的發展概況 

台灣最早購物頻道是 1992 年所成立的無線快買電視頻道，開始台灣購虛擬

通路中電視購物頻道之先鋒。從成立到 1993 年止，購物頻道的營業額改高達 1

億 2000 萬元以上，1995 年電視購物的營收達 36 億元，到 1998 年更膨脹至 50

億，已顯示驚人的銷售潛力。近幾年來年成長幅度更是超過 200％。於目前電視

購物產業中，又以東森購物為通路產業中的龍頭，1999 年成立之後，營業額從

2000 年的 5億、2001 年的 22億、2003 年的 153億、到 2004 年超過 240億，2005

年頻道重整後擴增台數為五台，預計營業額可達 480億（鄒淑霞，2005）。 

表 2-1 台灣電視購物發展延革 

年代 延  革 

1992 
無線快買率先進入市場，萬里達隨後跟進。 
因為缺乏節目，系統台付費給電視購物業者購買節目。 

1993 
競爭者紛紛加入，變成電視購物業者付費給各地系統台 
1993 年年營業額已高達一億二千萬元以上 

1994 
高達 300家的電視購物頻道出現，是電視購物的黃金時期。 
和信新視線購物頻道加入。 

1995 
過度飽和、品質良莠不齊，市場急速萎縮。 
立即購公司搶先以買時段的方式進駐 TVBS。 
電視購物市場之營收達三十六億元。 

1996 中大型業者多經營不善，小型業者苦撐；但仍有些商品大賣。 

1998 
和信集團的中誌郵購與太平洋 SOGO百貨合作進軍電視購物市場， 
並與日本 TBS電視合作，創下財團異業結盟的例子。 

1999 
八月健康食品法開始實施，業者為避免觸法，經營趨向保守。 
921地震前每年約有 50億台幣的規模，但 921地震後則業績其落。 
東森得易購於 12月 21日開台。 

2000 政府於 2000 年時通過「衛生食品管理法」，提高電視購物的進入門檻。 

2004 
新聞局己擬「緊縮條款」，希望將購物台總量控制在六個左右，並可能採取購

物家族上限兩個。 

「富邦 momo台」於 1月 1加入戰局。 
2005 VIVA於 12月加入戰局。 

資料來源：（鄒淑霞，2005）與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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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e天下雜誌的報導，電視購物台銷量驚人，平均每一分鐘就可以賣出 4

輛車，光是一天就有 1億元訂單從各地湧進。台灣唯二發卡量超過百萬張的聯名

卡，除了新光三越，就是東森得易購聯名卡。電視購物蓋起的虛擬百貨商城，人

氣和買氣已經逼近實體百貨公司（蔡燿駿，2005 年 3月）。 

 

近年來有見於電視購物頻道發展的潛力，業者逐漸重視電視購物品牌的差異

化。例如國內電視購物的龍頭東森購物，為突顯與現有電視購物頻道業者的差

異，加強顧客對東森購物品牌形象的消費信心，東森購物率先提出了：「30天內

全國最低價」、「分期免息」、「七天送貨到府」「十天免費退換貨」等等服務，為

的就是要以上述的保證機制來降低消費者疑慮，增加顧客消費信心與滿意度，進

而建立品牌信賴優勢（虞積祥，2004）。 

 

第二節 品牌聯盟對於消費者知覺品質的影響 

一、品牌做為品質的訊號 

品牌是標示產品差異性的重要訊號。依據美國行銷學會(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AMA)的定義，品牌是指一個名稱(name)、符號(symbol)、標記(sign)

或設計(design)，或是它們的聯合使用，乃是用來確認特定銷售者或一群銷售者

的產品或服務，以與競爭者的產品或服務有所區別。Swait, Erdem, Louviere, and 

Dubelaar (1993)則將品牌傳達資訊的功能更加清楚描述，其認為品牌名稱扮演著

不同的角色，主要的功能在為產品傳達資訊，可以做產品屬性上溝通，其二是幫

助消費者在不完全或不對稱的資訊下，加強品牌定位的可靠性，所以品牌名稱的

功能就如同市場上的訊號，能夠減少消費者的知覺風險與資訊成本。 

 

Spence (1973) 認為品牌名稱是具有財務上的功效。毫無疑問的，品牌是行

銷上重要的工具，而品牌也需要相當長期的投資來建立(Kotler, 2000)。由於品牌

的建立是需要仰賴長期的投資所建立，根據這樣的預期，消費者認為知名品牌在

出現錯誤宣稱時，高品質定位將會失去(1)在聲望上面的投資（品牌權益）以及(2)

未來的獲利，因此消費者認為一個有品牌產品對於不可觀察產品的品質宣稱將會

是有效的(Erdem and Swait,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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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o, Qu, and Ruekert (1999)也認為品牌成為一個有效的訊號力量的來源有

二，消散訊號(dissipative signal)和非消散訊號(nondissipative signal)。消散訊號指

的是萬一品質不良時，過去對於建立名聲所付出的花費會喪失；而非消散訊號則

指並沒有任何事前的花費投資，只有未來獲利損失的風險(Rao, Qu, and Ruekert, 

1999)。無論有事前的投資與否，品牌都會因為不當的宣稱而遭受到損失，因此

使得品牌具有標示產品品質的能力。 

 

也就是消費者相信這樣的品質宣稱，是源自於品牌過去的投資或未來收益可

能減損的風險，消費者推斷知名品牌的推銷者對於一些不可觀察的品質宣稱是可

信的，因為錯誤的宣稱將會導致金錢上的損失。因此，和無品牌產品比較起來，

消費者認為有品牌產品為顧慮到遭受懲罰所帶來的損害，因而較不敢降低產品的

品質，因此，品牌名稱可以成為不可觀查產品品質的有效訊息(Rao, Qu, and 

Ruekert, 1999)。 

 

由於品牌的建立需要經過長期的投資與累積，並且又容易因為不當的宣稱而

遭到損害，因此品牌提供了一個擔保的作用，讓消費者在受到不當品質宣稱而造

成損害時，有可以處罰的對象。基於過去的投資可以做為擔保，所以消費者會傾

向相信品牌所做的品質宣稱。Rao and Ruekert (1994)認為品牌可以提供有關產品

的預期品質資訊來降低消費者對於購物時的困擾。品牌所提供的品質不一定是客

觀的，也可以是主觀的影響消費者對於產品的認知，甚至提高消費者對於產品的

知覺品質。 

 

所謂知覺品質是指消費者本身主觀上認知的品質。Zeithaml (1988)將產品品

質分為客觀品質和主觀品質，由於客觀品質在判斷上的困難，甚至根本無從得

知，因此大多以消費者的主觀品質來代替客觀品質來判斷產品。也就是消費者對

一個品牌提供的感覺所統合起來的一個概念(Aaker& Keller, 1990)。簡言之，知覺

品質是消費者對於產品品質的一種主觀性的判斷。 

 

當消費者在面臨產品品質不易判斷的情況時，品牌往往成為判斷品質良窳的

重要訊號。Koku (1995)提出，在三個情境條件下品牌訊號得以發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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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訊不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由於市場上資訊並非完全公平公開的傳

遞，因此買賣雙方所擁有的資訊量常成為不對等的狀態。 

2.訊號的利益必須大於成本，且可以獲取額外的利益，否則企業沒有必要發佈訊

號。 

3.訊號均衡(signaling equilibrium)必須存在，防止其他企業不當的模仿或採取搭便

車的行為，使訊號喪失其意義。 

 

有鑒於品牌對於產品品質的背書效果，市場上出現愈來愈多品牌合作的現

象，也就是藉由另外一品牌來為產品品質做擔保。市場上著名的品牌合作的案例

包括固特異輪胎受到奧迪和賓士車的推薦使用、Intel和 IBM電腦的合作關係。

由於牽涉到二個以上的品牌整合在一起，Rao and Ruekert (1994)將之稱為連結

(linked)或聯合品牌(jointly)，或者也有學者將這樣的合作關係稱之為「品牌聯盟」

(brand alliance)(Simonin and Ruth, 1998)。 

 

近來年品牌聯盟用於行銷市場上的情形愈來愈普遍，有的是用來對於新的品

牌注入一股新的力量，增加新品牌的知覺品質，或是藉由聯盟來接觸未開發的市

場領域，成為其中一個品牌品牌延伸的策略。而這樣效用的前提是建立在品牌具

有其財務上的價值。在與其他品牌做策略性的盟時可以發揮總效用比單獨的個體

還要大(Rao and Ruekert, 1994)。 

 

由於行銷的市場上，資訊不對稱的情形總是普遍的存在，而且情況多半是有

利於銷售者。根據訊號理論，消費者會期待銷售者提供訊號，來協助他們做購買

的決策。當消費者考慮是否相信銷售者所提供的訊號時，他們會考慮到金融上的

後果，和該公司未來的獲利(Kirmani and Rao, 2000)。消費者認為當公司在發展他

們的品牌上做愈多的投資時，若產品無法符合消費者的期望的時候，公司會遭遇

到愈大的損失。品牌聯盟藉由兩個或兩個以上品牌的合作來作為品質的保證，因

此，聯盟對於品質的保證作用，將一定比單獨一個主要品牌的作用來得好。藉由

品牌權益聯合的功效，使消費者知覺聯盟產品是較高品質的產品(Janiszewski, 

Stijn, and Va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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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牌聯盟 

（一）品牌聯盟之定義 

學者對於品牌聯盟的定義有相當多種。Shocker, Srivastava and Ruekert (1994)

認為品牌聯盟為 A廠商為增加其本身之品牌形象或訊號效果，而與 B廠商合作，

經由 B廠商授權，利用兩者名稱所組合成的聯合品牌的一種行銷策略。Rao and 

Ruekert (1994)認為品牌聯盟是由兩個或兩個以上的品牌所整合成一個聯合品牌

(joint branding)，是策略聯盟的一種方式，因而將之稱為品牌聯盟(brand alliance)。 

Kotler (2000)將品牌聯盟(co-branding)定義為，將兩個公司已建立好的品牌使用在

同一個產品上。Park and Jun (1996)認為品牌聯盟指的是為了一個新產品，將現有

的品牌組合成一個名字。Washburn, Till, and Priluck (2000)藉由 Park and Jun (1996)

的概念，將品牌聯盟定義為兩個或兩個以上的有品牌產品組合成第三個產品。 

 

Rao and Ruekert (1994)提出，品牌聯盟可以是實體產品的整合，或只是促銷

上互補的合作。實體性產品的整合牽涉到品牌、產品或專屬性資產的結合，合作

的型式包括組合產品 (bundled products)、真正產品組合 (true product 

combinations)、組成成分組合產品(component products)、複合品牌延伸(composite 

brand extension)。而促銷上互補的合作則是指將兩或是兩個以上的品牌同時呈現

給消費者(Simonin and Ruth, 1998 )，合作方式包括品牌聯盟(brand alliance)、聯合

品牌(co-branding)、聯合行銷(co-marketing)、交叉促銷(cross-promotion)、聯合品

牌(joint branding)、聯合促銷(joint promotion)、共生行銷(symbiotic marketing)。 

 

Cooke and Ryan (2000)認為品牌聯盟是將兩個或兩個以上的品牌之象徵性或

功能性的屬性相互結合，以提供新產品或是知覺上改良的產品給消費者，因此是

策略聯盟的一種。目的在於利用聯盟品牌的品牌印象令消費者產生聯想，以提升

品牌的形象與聲望。 

 

殷仲華（1997）將品牌聯盟定義為兩個或兩個以上的廠商，為提升品牌形象

或產品與服務品質及獲得成本效益所進行的一種聯盟，其內容包含資源共享、混

合品牌延伸、共同行銷、聯合品牌、品牌共享、某種通路使用權的協定，或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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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廠商的品牌授權等。吕芳洲（1998）認為品牌聯盟是指當一品牌藉由與另一

品牌結合來提昇品牌價值。 

   

簡言之，品牌聯盟是由一個以上的品牌為了一個產品的銷售所產生的合作關

係，這合作關係可以是實際功能上的互補，也可以僅是提供聲譽移轉的效果(Rao 

and Ruekert, 1994)。本研究主要是探討電視購物與製造商的聯盟關係，由於購物

頻道在販售製造商產品時，有各種長短期的聯盟方式，例如獨家販售、獨家首賣

等等，由製造商負責產品生產，而電視購物負責銷售活動的設計，比較類似所謂

的行銷聯盟，因此本研究採用一個較為廣義的方式來定義品牌聯盟。本研究將品

牌聯盟定義為為促進某項產品的銷售，電視購物頻道與製造商所採取的品牌合作

關係。 

（二）聯盟的功用 

Rao and Ruekert (1994)依聯盟的目的將品牌聯盟區分為聲譽性聯盟和功能

性聯盟。所謂聲譽性聯盟是指當產品是消費者無法立即進行品質觀察的經驗性產

品時，需要另一個品牌來加強品質的知覺，於是該產品透過其它知名公司的背

書，來提昇消費者對於該產品品質的認知。由於這樣的聯盟主要的目的在於聲譽

的引借的效果，故稱為聲譽性聯盟。而功能性聯盟的主要目的則在於屬性上的溝

通，當一個品牌本身無法傳遞某些功能上的屬性時，或者是該屬性無法經由本身

製造或購買得到時，可以與具有此屬性的品牌做結合，透過品牌彼此功能的互

補，以達成對消費者功能屬性認知上的溝通，使產品對消費者而言更具價值及吸

引力。因此，整體而言 Rao and Ruekert (1994)認為品牌聯盟具有提高消費者對產

品知覺品質，及提高品牌聲譽的兩大優點。 

 

Simonin and Ruth (1998)也提出品牌聯盟具有知覺品質移轉及品牌形象提供

的效果，也就是 A 品牌可藉由 B 品牌所提供的信用保證，降低消費者在購買該

產品時的知覺風險，因此提高品牌形象；另外，品牌聯盟還可以增加銷售量及市

場佔有率，對於知名度低的品牌而言，與知名度高的品牌進行聯盟，不僅可以提

高本身的聲譽，並且可以藉由知名品牌的力量，擴大市場的規模。 

 

Cooke and Ryan (2000) 提出聲望背書的目的在於利用品牌抽象性特徵，使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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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在評估時產生心理上面的聯結，希望藉由其他的品牌來提升品牌的形象以及

知覺品質。核心能力合作則涉及到功能屬性及資源的結合，增加產品屬性上的功

能，聯盟品牌作為功能上溝通的訊息。然而聯盟類型其實是個連續帶的概念，在

連續帶中間的任何一種聯盟方式都可能同時包含了聲望背書 (reputation 

endorsement)和核心能力合作(collaboration on core competencies)。 

 

 
第一節  

聲譽式聯盟                     核心能力合作 

圖 2-1 品牌聯盟形式之連續帶 

資料來源：Cooke and Ryan (2000) 

 

當一個品牌無法自己有效的對消費者進行品質溝通時，便可藉由與另一個品

牌的合作來達到品牌形象移轉的效果。而合作關係中的兩個品牌，又可以區分為

主要品牌與輔助品牌，依據 Rao and Ruekert(1994)的解釋中對於關聯關係的主

要、輔助品牌的區別並不是依賴品牌的強度或聲望高低的區別，而是根據其對於

聯盟的不同需求來區分。主要品牌(primary brand)指的是需要其他品牌來為其做

代言或者見證(endorsement)，為其提供一個有價值的屬性。而輔助品牌(secondary 

brand)則是指在合作關係中為他品牌增加屬性者。 

 

主要品牌  

無 有 

無

a 

無品牌 

(Generic) 

b 

主要品牌 

(Primary) 輔
助
品
牌
有

c 

輔助品牌 

(Secondary) 

d 

品牌聯盟 

(Joint) 

α1=b-a   

α2=d-c 

                β1=c-a          β2=d-b 

圖 2-2 評估品牌值的分析 構圖 

資料來源：Rao and Ruek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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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α1與β1分別代表主品牌與輔助品牌單一貢獻，當α1與β1為正值時

代表消費者偏好增加的部份，也就是消費者對於有品牌產品的偏好程度大於無品

牌產品。α2 代表主要品牌對於品牌聯盟的貢獻程度；β2 則代表輔助品牌對於

盟的貢獻程度。α2＞β2 時代表主要品牌對於聯盟的貢獻度大於輔助品牌對於

聯盟的貢獻度，因此輔助品牌在聯盟中受益程度高於主要品牌的受益程度；相對

而言，若β2＞α2 則代表輔助品牌對於聯盟的貢獻程度大於主要品牌對於聯盟

的貢獻程度，此時主要品牌在聯盟中所獲得的利益便高於輔助品牌在聯盟中所獲

得的利益。 

 

Simonin and Ruth (1998)認為一項產品的品牌可以為另一項產品提供信用保

證，進而降低消費者的認知風險，提高該品牌的形象。Wernerfelt (1992)認為兩

個品牌名稱比單獨一個品牌名稱更能夠提供產品品質的保證。原因在於消費者會

對於兩個聯盟的品牌聯結關係進行連想，使其中一個具有高品質及良好形象的品

牌印象移轉到另一個品牌上，造成消費者對於此品牌某種程度的信任。因此，在

某一市場的聲譽可因品牌的使用或租賃的關係，在另一市場產生相當具有影響力

的價值(Wernerfelt, 1992)。 

 

由於不當的品質宣稱將會使品牌受到處罰，消費者相信擁有高權益的品牌只

會與其他同樣擁有高權益的品牌作合作，因此擁有高權益品牌能夠將可信的訊號

傳遞給聯盟品牌，做為消費者在評估產品時的一個重要線索(Hillyer and Tikoo, 

1995)。 

 

成功的品牌聯盟固然可以利用知名品牌在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地位，達到品牌

形象的移轉，而得到銷售上的助益。而品牌聯盟也非全是能造成正向的效果，若

一高品權益品牌與一低權益品牌有聯盟關係，而消費者無法接受聯盟的品質宣稱

時，將會導致高權益品牌形象上的損傷(Simonin and Ruth, 1998)。也就是品牌聯

盟也是具有風險性，當選擇了不恰當的聯盟對象時很有可能對於品牌造成負面的

影響效果。 

 

Simonin and Ruth (1998)也發現不知名的品牌將會比知名的品牌受到品牌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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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的影響更大。也就是不知名品牌可以藉由與知名品牌的合作提升本身的品牌知

名度，而合作關係對於知名品牌知名度的影響力卻不高。 

 

三、零售通路對於消費者知覺品質的影響 

除了製造商品牌對於產品品質功效具有很大的效果之外，由於近幾年來市場

的競爭，加上零售商是站在接觸消費者的第一線位置，因此零售商的品牌效果也

日益顯得重要。Nevin and Houston (1980)指出商店形象對於在消費者的購買決策

過程中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所有包括實體環境、服務態度、產品品質等都影

響到消費者是否進行購買。也由於零售商店最直接接觸到消費者，消費者也從零

售商獲取大量關於產品形象的線索。因此，消費者對於產品品質的評估不僅受到

製造商品牌的影響，零售商品牌也成為另一個評估的標準。Dodds, Kent, and 

Dhruv (1991)也發現品牌及商店的資訊可以正面的影響消費者的知覺品質，其圖

示說明如下： 

 

 

 

 

 

 
 

品牌 
名稱 

商品 
價格 

商店 
名稱 

品牌感知 

購買意願 
知覺品質

商店感知 

知覺犧牲

價格感知 知覺價值

圖 2-3 品牌名稱、商店名稱及商品價格對於商品評估之影響模式 

 

Jacoby and Mazursky (1984)從一致性理論來觀查零售商及製造商的合作關

係發現，對於零售商而言，若相對形象較差，可以藉由與銷售形象良好之製造商

品牌合作，而使本身的品牌形象提昇；相對而言，若銷售形象較差的製造商品牌

產品，對於零售商品牌則有負面效果。而對於製造商品牌而言，若相對形象較差，

則可以藉由在知名品牌的零售商通路上販售而提升品牌形象，然而對於相對形象

較佳的製造商而言，與知名品牌通路的合作關係對於其品牌形象的影響力很小，

甚至沒有影響。因此低品牌知名度的製造商可以藉由高品牌知名度通路商來做為

品質的保證，以零售商品牌的聲譽來為其產品做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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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 and Chu (1994)認為當一個品牌無法自己成功的成為一個高品質的訊號

（例如初入市場，是一個新品牌，沒有任何的名聲），將可以考慮一個由市場替

代為高品質的訊號。也就是說，一個不知名的品牌可以藉由在知名的通路商銷售

來傳達高品質的訊號。 

 

陳怡伶（2003）在研究電視購物頻道與製造商品牌聯盟對於知覺品質的影響

時也發現，在電視購物上，當產品為搜尋性產品時，零售商的品牌的確能夠對於

製造商產品產生保證的效果。然而，在經驗性產品時，零售商的品質保證效果卻

不如預期。 

四、品牌聯盟對於消費者知覺品質的影響 

Rao and Ruekert (1994)認為品牌能夠發揮功用有兩個很重要的先決條件，也

就是消費者必需對於品質有相當的敏感度，以及與消費者判斷品質的能力有關。 

消費者對於品質的敏感程度又與以下三個因素有關： 

1.品質在市場上的變異程度－若品質在市場上的變化程度不大，那麼消費者很有

可能會滿足於某一種程度的品質水準。如此一來對於品質沒有特殊的需求，則

品牌就無需藉由聯盟來傳遞高品質的訊號。 

2.對於錯誤選擇的風險－也就是說當價格相對而言較高，而產品不良表現會造成

嚴重後果時，消費者的風險知覺會提高，因此消費者對於品質敏感程度也會提

升，則品牌聯盟對於品質傳遞則會變得有意義。 

3.產品購買與真實品質呈現之間的時間延滯(time lag)－通常在品質無法被觀察

的情況下，真實品質的呈現需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在這種情況下，銷售者很

容易藉由提供低品質產品，卻宣稱具有高品質來獲利，因為必需過一段時間才

會被發現，因此投機主義的情況容易產生，在這種情況下，品牌聯盟的背書可

以使消費者再次確認主品牌是否提供好的品質。 

而消費者判斷品質的能力則與兩個產品重要特質有關。第一是消費者使用產

品的機會，由於消費者可以從過去的購買經驗及使用經驗中學習，因此若消費者

使用產品的機會愈高，則消費者愈可能具備評斷產品品質的能力。第二則是產品

的相對新穎程度。新的產品較缺乏關於其產品表現的相關資訊，因此品牌聯盟的

策略將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傳遞品質的策略，進而提升消費者知覺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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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shavsky (1985)認為知覺品質是對產品的總體評估，也就是消費者對於產

品整體的價值判斷。知覺品質不同於客觀的品質，而是消費者主觀上對於品質的

評斷，因此 Garvin (1984)認為知覺品質是以使用者為基礎而定義的，絶對不同於

以產品或是製造為基礎的客觀品質。知覺品質並非實際的產品品質，而是消費者

對於品質的主觀認定。綜上所述，知覺品質為一個抽象的概念，因此容易受到價

格、品牌及購物環境等等的因素所影響。 

 

Rao and Ruekert (1994)認為，品牌聯盟一方面可以提升消費者的知覺品質；

另一方面對於產品屬性容易被觀查的產品，品牌聯盟也可以發揮產品屬性傳遞的

效果。高啟震（1996）也證實在品牌聯盟的情況下，消費對於產品品質的認知、

購買意願及產品屬性的認知都較無品牌聯盟的情形高。 

 

總言之，當一品牌無法透過自身的品牌宣稱來傳遞高品質的訊號時，由第二

品牌來為其傳達品質保證的訊號，提升消費者的知覺品質(Rao, Qu, and Ruekert, 

1999)。品牌聯盟是利用品牌可信度可移轉的特性，透過品牌之間的合作關係，

來為產品品質做背書的合作行為。 

 

五、策略聯盟之類型 

品牌聯盟是藉由兩個或兩個以上的公司，藉由彼此品牌的槓桿作用，來提升

消費者對於產品的知覺品質，所以是策略聯盟(strategic alliance)的一種方式，只

是更加強調品牌所造成的效果(Rao and Ruekert, 1994; Cooke and Ryan, 2000)。所

謂策略聯盟是指兩個或兩個以上的組織為某一策略目標組成的聯盟(Killing, 

1982)。策略聯盟原先是指「競爭者間相互的合作」，漸漸將具有強化企業體競爭

或維持競爭均衡的聯盟都包含在內（吳青松，1990）。Aaker (1992)則認為是兩家

或更多公司間的長期合作關係，結合其優勢槓桿以達到策略目標，所以策略聯盟

不僅是一種戰術，還包括彼此所需資產與技術之合作，並產生策略價值。黃志明

（1992）則定義為「企業基於本身資源不足或缺乏，藉合作以獲取夥伴擁有的資

源，進而達成某一策略目標之契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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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盟的分類方式相當的繁多，學術上並沒有一個統一的分類方式。James 

(1985)依「商業型態」分類為(1)授權、(2)行銷協議、(3)聯合投資、(4)特許權、

(5)私有品牌聯盟、(6)買方賣方聯盟、(7)資本聯盟、(8)共同標準聯盟、(9)研究聯

盟、(10)技術及進入市場聯盟。而 Porter and Fuller (1986)依價值活動分類，將聯

盟分為(1)技術發展聯盟、(2)製造及後勤聯盟、(3)行銷、銷售及服務聯盟、(4)多

重活動聯盟。 

 

Killing (1993)根據權益結構與股權有無及多寡將聯盟的型式區分為三種。 

1.傳統合資(traditional joint ventures)：指兩家以上的聯盟伙伴共同出資成立新公

司，而各家公司皆擁有股份及董事會代表權諸如獨立經營、優勢母公司經營、

共享管理經營等。 

2.無權益聯盟(nonequity alliances)：指聯盟伙伴以某種協議的方式共同合作，但

並未成立新公司，各自也不持有對方股權，此類型的合作包括貿易聯盟、共享

活動、協調活動等。 

3.少數權益聯盟(Minority equity alliance)：指聯盟伙伴僅持有對方少數的股權，其

合作性質與無權益合資相似，例如消極少數權益聯盟、單一活動少數權益聯盟

和多重活動少數權益聯盟。 

 

Borys and Jamison (1989)將企業的聯盟方式視為一種混合式的組織，依其類

型約可分類成併購、合資、授權合約、供應協定。而 Lorange and Roos (1992)則

依投入程度及成果分配的程度來劃分有暫時性的聯盟、合夥性的聯盟、專案性的

合資、完全性的合資。 

 

殷仲華（1997）依照合作對象及合作方式將聯盟分為三種類型： 

1.水平合作型：指彼此有競爭關係的同業之間，為了長期的銷售成長、利潤或對

於雙方而言有利的目標，因而進行品牌的聯盟，彼此共享同樣的或相似的價值

活動，或透過授權協定，共同提供某種服務，但營運作業整合程度有限。 

2.垂直合作型：透過上下游間的合作，在相同或不同的產品領域內，與不同階段

的廠商進行合作，企業間分別享有不同的價值活動，其特性是企業間各自維持

獨立的品牌，企互享體系中的某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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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異業合作：指業或異業間無論是否存有競爭或非競爭行為的品牌進行聯盟，其

結合對象可能為營利或非營利事業，藉由贊助形式或產品領域廠商水平或垂直

合作，以達成形象提升或銷售的成長。 

 

過去從品牌聯盟型態來解釋品牌聯盟的研究並不多。Rodrigue and Biswas 

(2004)簡單的將聯盟型態區分為聯盟依賴和非依賴；排他性與非排他性。提到聯

盟前的品牌態度將會影響消費者對於聯盟的態度、消費者的知覺品質及支付價格

溢酬的意願都有正向的影響。但這樣的效果是受到聯盟類型（聯盟依賴程度及排

他性契約的有無）所中介的。認為聯盟兩品牌間的依賴程度，會影響消費者對於

品牌聯盟的態度。在某些聯盟的合作關係，聯盟品牌相當程度的依賴另一個品

牌，成為一種共生的關係。這種合作的關係，大多為是組合成分的產品，也就是

產品無法被拆開來使用，最常被提到的例子像 Diet Coke 裡面包含 NutraSweet的

成分；而某些聯盟品牌卻是非常的獨立，只是聯合促銷，包括兩互補使用產品的

共同促銷，兩者可以個別的在市場上被販售。另外，就是聯盟品牌間是否簽署排

他性的契約，所謂排他性契約指的是聯盟品牌同意在合作關係中提供特殊的屬

性，整體而言，簽署排他性的契約的聯盟品牌相較於沒有簽署排他性的聯盟品

牌，會被認為他們有較緊密的關係，這些都會影響消費者對於聯盟的態度。 

 

綜上所述，事實上對於聯盟型態的分類相當多，學界尚無統一的定論，然而

聯盟的型態又確實會對於消費者的知覺品質產生影響。由於電視購物本身有其特

殊性，其合作型能並非過去分類所能含括，本研究嘗試從交易成本中專屬性資產

的關點，來討論點電視購物的品牌聯盟關係深度對於消費者知覺品質的影響。 

 

第三節 探討專屬資產成為抵押品 

在電視購物上面，消費者藉由主持人的介紹，來進行產品品質的判斷。陳怡

伶（2003）提出資訊不對稱的情形普遍存在於顧客與零售商間及零售商與製造商

之間。消費者在電視購物頻道進行消費時，並無法直接的接觸產品以了解產品品

質，因此消費者必須透過電視購物頻道主持人的介紹，來獲取產品相關資訊，而

這樣的方式無法降低資訊不對稱的情況，使消費者產生不確定感。並且資訊不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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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的狀況也同時存在於電視購物頻道與製造商之間，因為產品品質並非電視購物

頻道所能控制的。因此研究中發現，在經驗性產品時，消費者無法對電視購物所

提供的品質訊號進行判斷，消費者與電視購物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代理問題。 

 

一、代理理論的基本假設 

行銷上面由於牽涉到雙方的交易，而供應商相較於消費者往往擁有更多關於

交易標的物（無論是產品或者是服務）的資訊，因此訊息不對稱的情形常存在於

買方和賣方之間。資訊不對稱的情形在經驗性產品的消費上特別明顯。Nelson 

(1974)指出許多產品都具有“經驗性產品的＂屬性，產品的品質在未經使用時無

法被消費者所判斷。換句話說，交易的績效或利益必須經過一段時間才有辦法顯

現，或者消費者沒有能力來判斷產品品質好壞時，知覺交易風險便會增加，此時

便會產生所謂的代理問題。 

 

在經濟學中，傳統的一般均衡理論隱含著完全訊息假定，也就是假定訊息是

可以完全自由的流通，市場參與人之間不存在訊息不對稱的問題。不對稱就是在

相互對應的經濟人之間，關於某些事件的知識並非對稱分佈。在經濟學中可用代

理理論來分析訊息不對稱的問題。代理理論討論委託人和代理人之間資訊不對稱

的關係。“委託人＂和“代理人＂兩個這概念來自於法律上的觀點。當 A授權 B

代表 A 從事某種活動時，委託與代理的關係便產生了，A 即為委託人，B 即為

代理人。經濟學上指稱的委託關係，多半指任何一種非對稱訊息的交易活動，此

即為代理(張維迎，1996；轉引自杜鳴凱，2004)。 

 

二、代理問題 

代理理論最主要的基本假設為人是自利的，因此委託人和代理人均在追求自

身的最大利益。若雙方的目標一致，則代理問題便不存在；而一旦雙方目標分歧，

代理問題便產生。代理理論是專門在研究資訊不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引

起的逆向選擇問題(adverse selection)與道德風險問題(moral hazard)。所謂資訊不

對稱指的是交易的一方擁有另一方沒有的資訊。基於代理理論人是自利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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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資訊的一方會利用隱瞞或欺騙的手段，來獲取自身的最大利益。「逆選擇」

是發生在定立契約之前，由於資訊優勢的一方並未提供完整的資訊所造成錯誤的

選擇；而「道德危機」是發生在契約後，代理人在求自身利益最大化的同時，並

未依照契約內容執行所造成委託人的權益損傷(Bergen, Dutta, and Walker, 1992)。 

 

Mishra ,Heide and Cort (1998)認為在消費者不具備品質判斷的能力時，最常

出現的兩個代理問題為：1.供應商並未如實的呈現他們的能力，提供錯誤的品質

宣稱，造成消費者錯誤的決策，這就是所謂的“逆選擇＂；2.在某些市場上由於

供應商可以很輕易的影響交易品質，此時“道德危機＂的問題便會產生。 

 

Mishra ,Heide and Cort (1998)藉由過去的研究，歸納出對於此二問題的解決

方法。逆選擇的問題事實只有在資訊不對稱的情況，或者消費者在購買之前無法

判斷產品品質時才存在。而逆選擇的問題是可以藉由提供訊號來顯現供應商所具

有的特質，在交易關係中，透過自我篩選的方式，讓一些高品質的供應商有機會

顯示他們真實的技能以及自我認同。因此對於品牌或者商標的投資就是一個非常

有效的訊號。Schelling (1960)認為過去的投資可以變成消費者的抵押品。Rao and 

Rukert (1994)也認為品牌就是一個可以用來標示產品品質的訊號，消費者認為知

名品牌過去對於品牌的投資可以作為一種抵押品，當知名品牌所提供的品質不如

預期時，可以對之進行處罰。因此知名品牌為了怕過去對於品牌投資會付諸流

水，或者是影響到未來的銷售，因而供應商會不敢做不當的品質宣稱。 

 

而道德危機則是由於在許多的交易中資訊不對稱的情形顯著的存在，因此供

應商有能力可以在交易的過程中影響品質的提供(Rao, Qu, and Ruekert, 1999)。品

質的降低可以立即的減低成本，而由於資訊不對稱的情形嚴重時，消費者也很難

感知到產品品質的變化，因此供應商具有降低品質的動機及能力。Mishra, Heide, 

and Cort (1998)的研究發現，當消費者面臨高道德危機時，他們願意多付出更多

的價格溢酬來確保供應商對於品質的提供。 

 

綜上所述，代理理論來檢視電視購物頻道其實存在著兩個層面的問題。第一

個層面來自於購物頻道與製造商之間的資訊不對稱，製造商並未向電視購物商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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露品質的真實狀況，而造成電視購物無法具備為消費者篩選產品品質的能力。第

二層面來自於即便製造商向電視購物商揭露最真實的品質，使得電視購物具備了

為消費者篩選品質的能力，然而電視購物仍然可能為了自身的利益，而散發不實

的品質訊號。由於經驗性產品的品質無法被立即的觀察，資訊不對稱的情況又更

為嚴重，因而陳怡伶（2003）的研究中卻發現在經驗性產品時，電視購物頻道品

牌不具任何品質標示的效果。 

 

Fudenberg, Kreps, and Maskin (1990)提到，道德危機的問題可以被“結構化

的交易＂所解決，因此交易的一方會因為自身的利益，而盡力達成委託人的交

付。因此若電視購物與製造商之間的合作關係更為結構化，與製造商形成一個穩

固的合作關係，交易的成敗就同時關係到電視購物與製造商的利益，則電視購物

與製造商之間的品牌聯盟形象可以更強烈的傳達給消費者，使消費者感知到交易

的變更會造成電視購物頻道品牌形象的損害。換句話說，當電視購物頻道對於交

易關係中有更多專屬資產的投入，消費者會更加信任其所提供的訊號。因此本研

究嘗試從交易成本理論來解決電視購物頻道與消費者之間的代理問題。 

 

三、交易成本理論 

Dahlman (1979).將交易成本定義為「搜尋與訊息成本、議價與決策成本、檢

驗與執行成本」。交易成本最早是 Coase (1937)所提出認為經濟學中的價格機制

忽略了機制本身的成本，最明顯的就是搜尋有關價格訊息方面的成本，以及交易

過程中議價與定訂契約的成本，此概念被Williamson (1985)做進一步的闡述。 

 

（一）交易成本的假設 

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中認為在一個自由競爭的經濟中，市場體系內的各種商

品都必然在一組均衡相對的價格水準下實際進行交換。此立基於經濟交換過程是

無需任何成本耗費的假設，交易的資訊都充份的向每位交易者提供，使人可以在

其中做出理性的選擇，追求利潤的極大化。 

 

不同於傳統古典經濟學中假設，由於市場資訊並非完全透明，交易當中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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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對稱的狀況時常存在，而交易也不可能在同時在某一瞬間點完成，因此人無法

做完全理性做選擇。屬於新古典經濟學的交易成本有兩個基本假設，包括人是有

限理性(bounded rationality)，並且具有投機主義(opportunism)；以及環境的不確

定性(uncertainty)。 

 

1.有限理性(bounded rationality) 

有限理性是來自於 Simon (1957)的主張，認為人類本身的能力是有限的，特

別是在處理複雜問題和眾多資訊的情況下，縱使人類本身企圖去達到完全理性的

決策或行為，也只能在有限度的情況下做到 (Williamson,1985) 。 

 

2.投機主義(opportunism) 

指人類具有「狡詐地追求自利的行為」(self-interest seeking with guile)的傾

向。企業交易時資訊不對稱的狀態時常存在，或者其中一方掌握另一方所需仰賴

的資源。於是掌握資源的一方往往會因自身利益的追求，而以欺騙或隱瞞的方式

不完全履行契約，而產生所謂的道德危機。交易時為避免對方投機主義所帶來的

損害，企業或個人往往需付出額外的成本進監督，使得交易成本大幅提升。 

 

  Barney and Quchi (1986)將投機主義分為三個構面： 

1.逆選擇(adverse selection) 

2.道德危機(moral hazard) 

3.押持(hold up)資產專屬性(asset specificity) 

 

 

（二）環境不確定性及行為不確定 
 
環境的不確定性指環境的不可預測和複雜易變，因而提高事前的契約協商成

本和適應成本。行為的不確定則是來自於監督對方執行交易的困難，加上人的自

利行為與投機主義，使擁有資訊者會刻意隱藏資訊實情，或者是採取不利於對方

之行為，使得監督對方執行交易的困難度增加，因而產生績效評估成本

（Williamson,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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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因素               環境因素            

 

  

 

 

 

 

 

 

           

有限理性              不確定性 
 
 
         資訊不對稱 
 
 
投機主義              少數交易 

         交易氣氛 
交易氣氛 

圖 2-4 組織失靈架構 

資料來源：Williamson, Oliver E. (1985) 

 

（三）交易成本影響因素 

1.交易頻率 

2.不確定性 

3.資產專屬性(transaction-specific asset) 

資產專屬性是指投資在特殊交易上的資源，目的在維持雙方的交易順利進

行，因此專屬資產在交易關係之外的可利用價值非常低，一旦雙方交易關係中

止，則專屬資產也會跟著消失(Griffith and Harvey, 2001)。資產的專屬性程度是依

資產可以轉移的程度而定，當資產愈容易轉移為其他交易所用時，資產的專屬性

程度愈低。 

 

Williamson (1991)將原本分為四種的資產專屬性(Williamson,1985)，再納入商

標及時間兩個專屬性資產成為六種。包括： 

(1)區位專屬性(site specificity) 緊鄰著其他交易，存貨或者是交通要塞，具

有經濟交易重要性(Williamson,1985)。也就是指生產過程中的雙方，為了

彼此的交易將廠房蓋在相互鄰近或交通運輸方便的地方，以降低運輸成本

(Heide and John,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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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體專屬性(physical asset specificty)，為雙方的交易所專門投入製造專用

的生產設備，而這樣的生產設備無法在不經損害的情況下轉為他用，因此

一旦交易中止將會造成重大的損失(Griffith and Harvey, 2001)。 

(3)人員資產專屬性(human asset specificty) ，指一項工作必須藉由受過特殊

訓練或具備專業技術的人員才能完成，特別指因從事某種職務，從做當中

學習，需經驗累積所產生的人才(Williamson, 1985)。人員在工作中所積累

的工作經驗和技能無法輕易的被移轉。 

(4)特定投資資產(dedicated assets)指為交易所特別投資購入的機械或設備。 

(5)商標資產(brand name capital)，指在品牌、聲望等等無形資產上的投資，

造成某個品牌在消費者心中具特殊形象或意義(Heide and John, 1988) 

(6)時間專屬性(temporal specificity)，指必須在某個時刻及時完成否則就會蒙

受損失，失去重要的價值。 

 

Brown, Dev, and Lee (2000)認為公司投資專屬資產的動機有三，第一專屬資

產，較一般資產而言，效用高且具有影響力；第二，公司做專屬資產的投資可以

做為對於交易關係重視，因此投資自己的資源以確保合作關係的繼續；第三，專

屬資產則是可以被視為一種條件交換。因為專屬資產的投資可以被視為表現的抵

押品，以避免公司有投機主義的意圖。 

 

四、對於承諾的投入程度成為抵押品 

Dwyer, Schurr, and Oh (1987)認為對於關係的投入不僅是考慮到現在關係當

中的獲利和成本而已，更意味著長期關係的定位，願意去做一個短期的犧牲來成

就相互關係的長遠利益。也就是說，是一個以長遠獲益為考量的穩定合作關係，

並且願意犠牲短期的獲益來維持關係的長久穩定(Anderson and Weitz, 1992)。 

  

然而委託關係中的不對稱情形將會造成關係中的不滿足，因為在關係中有較

多投入關係的一方容易受到較少投入關係一方的機會主義所威脅(Anderson and 

Weitz, 1992)。因為相較於委託關係投入較少的一方，委託關係投入較多的一方

易受到傷害。因為委託關係的投入成為一種抵押品的作用，當雙方的合作關係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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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時，投入委託關係的一方將會因此而受傷。因此當公司願意提供抵押品給交

易的另一方時，等於是向交易的另一方揭示忠誠的意願，以及願意受到關係的約

束。而專屬資產的投資常被交易的雙方視為有效的抵押品之一。 

 

Williamson (1983, 1985)建議專屬資產的投入有助於關係的穩固，交易相對的

另一方因為關係到自己的利益，會改變公司結構性的動機。也就是說，當交易的

一方投入專屬性資產時，獲利與否以及合作關係能否持續變得與它息息相關。 

 

然而過去研究對於專屬資產投入對於交易關係的穩固之相關討論，多半是討

論製造商和上游供應商之間，或是製造商與通路商之間的合作關係，較少針對消

費者面向進行討論。Anderson and Weitz (1992)無論是對於通路商或者是製造商而

言，專屬資產的投入都會被認為是對於雙方關係的投入。也因為交易成本的理由

防止雙方背棄合作關係，也給予雙方企圖使合作關係更好的誘因。因此專屬資產

的投入可以被視為一個強而有力的訊號。通路商相信當製造商投入一些有形的專

屬資產投資時，是對於合作關係的一種投入。而同樣的，製造商也相信，通路商

對於不可轉移資本的投入是對於合作關係投入的一種表現。簡言之，愈多的專屬

性資產的投入，代表雙方的合作關係愈深，對於雙方的合作關係願意提供更多的

抵押品。 

 

而可以被視為抵押品的不只是專屬資產的投入，契約關係也可以被視為抵押

品。Williamson (1983, 1985)提及契約在交易的關係中具有一種自我強迫的力量

(self-enforcing agreements)，因此可以視為抵押的另一種型式。因為契約具有排他

性(exclusive)，將目標不能實現的可能性降到最低，並且清楚的記載契約終止的

期限。因此倘若在契約未結束時終止關係便會遭受到很大的機會上的損失。換言

之契約具有“自我強迫＂的力量，使得交易雙方都不願中途中止關係，否則雙方

都會遭受到不利的結果(Klein and Leffler, 1981 )。 

 

Telser (1980)提出，對通路成員而言可以藉由過去的通路關係來顯示他們對

於關係的投入程度。由於通路的成員是藉由一個成功的關係來建立聲譽，因此可

藉由犠牲來證明其關心長期的關係。聲譽的建立將使通路成員缺乏採用投機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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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機，因為這樣的行動會致使他們減損過去在聲譽上的資本投資。 

Anderson and Weitz (1992)公司的機會主義行為將會破壞且中止雙方的交易

關係，因此對於投入特殊資產(idiosyncratic investments)的通路成員而言，從事投

機主義的行為和冒著破壞合作關係的風險是違反他們的自我利益的。換句話說，

投入特殊資產的通路商害怕投機主義會造成交易關係的中止，而關係中止後，過

去對於特殊資產的投資也將付諸流水，因此較不敢採取投機主義的行為。一旦交

易的關係停止，則公司將會損失專屬性資產投資的所有價值，包含一些不可恢復

的價值（像是品牌特殊知識是無法在其他的交易關係當中再使用），以及未來本

來因為專屬性資產投資所帶來的獲利也會喪失。由於專屬資產的投資無法在交易

失敗後，在不經減損的情況下輕易的移轉做為他用。公司在因為害怕損失而不敢

有投機行為(Anderson and Weitz, 1992)。 

 

Williamson (1991)認為並非所有交易的形成都是源自於法律的約束，事實上

交易的完成其實是源自於一種自我強迫一致(self-enforcing aggrements)的力量。

自我強迫一致是由於企業本身對於此交易所投資的一些特殊的資產，當這些資產

無法在不受損害的情況下移作他用，這樣資產就變成了一種沉沒成本(sunk 

cost)，當交易受破壞時，企業必得擔負資產投資所帶來的損失。因此這樣的投資

成為交易的一種保證，可以看成是抵押品，促使交易中信任和交易的達成。因此

在交易時先前專屬資產的投資可以被當做是一種抵押，消費者認為業者因害怕先

前的投資會沉沒，而不敢有投機行為。 

 

Anderson and Weitz (1992)專屬資產的投入對交易的另一方而言是一個強而

有力的訊號。這樣的投資將比空洞的保證有效，因為若交易終止將會帶來自身的

損失，交易的另一方會對於雙方的委託關係更具信心。 

 

相似的概念在 Kirmani and Wright (1989)在研究廣告投入成本對於消費者知

覺品質的影響時也發現，消費者會藉由觀察廣告上面成本的投入程度來判斷產品

的品質。研究發現當廣告上有相當大的程度的投入時，消費者便會推論經營者對

於產品品質有較高的自信，而經營者為著眼於長期的販售，才會在廣告上投入如

此多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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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對於交易成本的研究皆是討論雙方的合作關係中，當一方對於合作關係

的專屬資產投資增加後，由於專屬資產投資往往在交易的過程中被視為抵押品，

作為雙方合作關係的擔保，減少人因為利己主義而產生的投機行為，因此，相對

來說雙方可以降低監督成本，因而可以解決代理問題。從交易成本的觀念來觀察

品牌聯盟，由於品牌聯盟對於產品品質的保證效果，是源自於其過去對於品牌的

投資。Rao, Qu and Ruekert (1999)提到品牌成為一個有效的訊號力量，是源自於

其消散訊號和非消散訊號可能損失的風險，也就是當品牌提供的產品品質不如消

費者預期時，品牌因此遭受到損失的風險程度。事實上是利用了交易成本的抵押

品的概念，利用過去的投資做為品質保證的抵押，抵押品的價值愈高，則投機主

義的動機就會愈小，消費者就能夠得到知覺品質的保障。因此從這角度觀察電視

購物頻道與製造商的合作關係，當雙方投入了愈多的專屬性資產於產品的合作關

係中，代表他們品牌聯盟關係愈深，雙方都為產品品質提供了更多的抵押品，消

費者的知覺品質也會因此提升。 

H1:電視購物頻道與製造商品牌聯盟關係愈深，消費者的知覺品質愈高。 

 

第四節 不同知名度品牌的承諾效果 

品牌能夠成為品質保證的訊號，主要是源自於它可能因為提供的品質不良所

造成損失的風險程度。因此由於高知名度品牌過去在品牌的建立上投資的成本較

多，並且也會因為不良的產品品質而造成獲利上的損害。所以從過去的研究來

看，高知名度的品牌的承諾效果往往較低知名度品牌來得好。 

 

由於品牌聯盟的目的是希望能夠利用聯盟品牌的高知名度、高品質和高價值

等形像，使得消費者在對於聯盟進行評估時，可以主動的聯想到一些有利因素，

進而提高對於聯盟產品的評價。因此消費者對於原品牌的態度成為消費者在評估

聯盟品牌時的一項重要基準。許多的研究都顯示出消費者對於原品牌的評價會影

響消費者對於聯盟的整體評價。Gaeth, Levin, Chakraborty, and Levin (1991)認為消

費者對於聯盟性商品的評估是源自於對於原商品評估的平均質，做為對於聯盟商

品整體性的評估。而 Simonin and Ruth (1998)也發現消費者對於原先品牌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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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會影響消費者後來對於聯盟商品的態度。品牌知名度較小的，對於品牌聯盟

的貢獻，比起其他聯盟品牌就會來得比較小。 

Simonin and Ruth (1998)檢測消費者對於品牌聯盟的反應時發現，聯盟品牌

會對此產生影響，特別是這樣的效果被品牌的知名度所影響。從資訊整合理論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theory)和態度易受影響性(attitude accessibility)可以用來

解釋為消費者對於品牌聯盟的態度會受到先前品牌態度的影響。根據資訊整合理

論，消費者會將任何他們所能夠獲得的資訊與與先前的態度和信念相互整合。而

態度又是易受影響的，因此愈顯著的或容易獲得的品牌態度將會在消費者評估的

過程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Rodrigue and Biswas (2004)先前的品牌態度是會影響

消費者對於品牌聯盟的態度。但這樣的效果是受到聯盟類型（聯盟依賴程度及排

他性契約的有無）所中介的。依賴程度和排他性同時都會中介先前品牌態度對於

主要品牌的影響；而排他性也會影響輔助品牌對於對於品牌聯盟態度的影響。 

 

除消費者會對於過往的資訊進行整合的觀點以外，從交易成本來看，不同知

名度的品牌過去對於品牌投資的程度不同，自然也會有不同的承諾效果。高知名

度品牌由於過去對於品牌的投資較多，此若提供的產品品質不如消費者預期，消

費者很容易可以對知名品牌做處罰，以抵制消費的方式，造成知名品牌未來收益

的減損，或過去投資的損失。相較於不知名品牌，高知名品牌承擔因品質不良所

造成的損害風險較大，因此知名品牌與非知名品牌所能提供的擔保效果也不同。 

 

H2：相較於低知名度製造商品牌，製造商品牌為高知名度品牌時，品牌聯盟關

係愈深，消費者的知覺品質愈高。 

 

H3：相較於低知名度購物頻道品牌，購物頻道品牌為高知名度品牌時，品牌聯

盟關係愈深，消費者的知覺品質愈高。 

 

第五節 探討產品的可觀察程度與消費者對於訊號的需求 

在許多的情況下，產品的品質並非消費者在未購買之前所能夠做判斷的，換

句話說產品品質的好壞只有在消費者使用過後才能夠獲知，這一類的產品就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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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經驗性產品(experience product)(Nelson, 1974)。搜尋性產品(search product)

與經驗性產品的區別在於搜尋性產品買方在交易前就可以運用各種的管道來了

解該產品的品質。相反的，若買方無法事先觀查到產品的品質，而是需要購買之

後才能實際的了解，則這樣的產品就是所謂的經驗產品。 

 

事實上搜尋性產品與經驗性產品並非截然劃分的兩個區塊，而是一個連續帶

的過程，其中影響的因素包含產品的特徵或屬性上的反應、顯示其實際品質的程

度、產品特徵、消費者評估產品特徵的能力以及在消費者決策中相對重要性等等

(Rao and Ruekert, 1994)。從過去的研究中發現產品中搜尋的屬性部份愈多，消費

者用認知判斷來推論產品品質的機會愈大；相對而言，當經驗屬性愈多時，消費

者傾向用情感來判斷(Zeithaml, 1988)。Smith and Park (1992)當產品屬於經驗性產

品，消費者無法透過過去的經驗或者是其他的標準來評估產品品質時，消費者會

傾向利用品牌所提供的線索(cue)來做為品質推斷的依據。相反的，由於搜尋產品

消費者可以藉由過去的經驗或者是其他的評估標準來評斷產品的品質，因此在搜

尋產品時消費者依賴品牌推論品質的程度也降低了。 

 

King and Balasubramanian (1994)也發現消費者在面臨經驗性產品時，消費者

無從依據特定的屬性來做為評估產品的訊息，此時消費者會更依賴外在推薦的方

式來獲得評估產品的標準，相對於搜尋性產品，消費者在經驗產品的評估時，較

常使用以他人為基礎的偏好形成策略(other-based preference formation strategy)，

仰賴外在的推薦做為評估產品的準則。而在面臨搜尋性產品時，相較於經驗性產

品，由於消費者有較多的特定屬性可以用來做為產品的評估，因此消費者相對而

言採用較多的自我基礎偏好形成策略(own-based preference formation strategy)。 

 

更進一步的說，經驗性產品就是銷售者相對於購買者擁有更多關於品質的資

訊，因而產生一種在銷售者和購買之間的資訊程度不對等的狀態，也就是資訊不

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Akerlof, 1970)。此時消費者會仰賴外在的資訊做為

品質評估的標準，此時品牌就成為消費者評估產品品質的一個重要訊號，當消費

者愈在意產品的品質，且產品品質觀察程度愈不容易時，消費者會願意支付更多

的價格溢酬來獲取品質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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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o and Ruekert (1994)品牌聯盟要可以發生相當的效益必須建立在有大量

的消費者關心產品的品質時，品牌聯盟策略才會發揮其價值。有兩個因素影響消

費者對於品質的需求。第一，消費者對於品質的敏感程度，這又受到市場上品質

變異程度、不當選擇的風險及消費者從購買到認知到真實品質有時間上的落差，

也就是遞延績效等三因素的影響。 

 

在市場上品質變異的情況不大時，消費者通常會習慣性的接受某一特定品

質，因此不會有特定的品質要求，此時廠商若進行品牌聯盟則不會有預期的效果。 

而在消費者不當選擇的風險上，部份的產品例如高單價商品或是牽涉到消費者社

經地位表徵的商品，在不當選擇的情況下消費者感受到不當選擇帶來的風險影響

性大時，消費者會有較高的品質敏感度，因此品牌聯盟在品質上的溝通較有意義。 

 

消費者從購買到認知到真實品質有時間上的落差的情形常發生在經驗性產

品的消費上，由於經驗性產品的真實品質必需經過使用，甚至是使用相當的一段

時間之後，品質效果才能夠顯現。 

 

第二，消費者評估產品品質的能力這與消費者的購買頻率及產品相對新穎程

度有關。當消費者經常購買某一項產品時，由於過去經驗的累積，消費者愈容易

辨別產品的品質。再者產品的相對新穎程度也會影響到消費者對於品質的評估能

力，當產品的相對新穎度較高時，市場上缺乏相關的產品知識，而消費者也無法

從過去的購買經驗來進行判斷，在這種情況下，品牌聯盟可以提供一些相關的資

訊，提供消費者在品質判斷上的線索。 

 

從以上的敘述可以理解到產品的可觀察程度成為影響消費者需不需要訊息

引導的重要因素。當產品的可觀察程度愈低，消費者無法尋求內在機制來評斷品

質時，消費者會更仰賴外在所提供的訊息來進行品質判斷。 

 

從過去的研究發現，產品的可觀察程度不同，造成消費者對外在訊息需求程

度也不同。一般而言在經驗性產品上，消費者無法透過購買前的資訊搜集來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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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品質，因此真實的品質必須在產品真正被使用了以後才會顯現，使消費者和

販售者之間呈現的嚴重的資訊不對稱的狀態，此時消費者會傾向他人為基礎的偏

好形成策略，仰賴外在的推薦做為評估產品的準則。電視購物頻道上，由於媒體

資訊豐富程度有限，消費者僅能憑藉著視覺及主持人口頭的介紹來了解產品，無

法如實體通路一般透過五官的感知判斷產品品質，因此電視購物頻道所散發的訊

息便是消費者評估的一個重要線索之一，這時聯盟品牌的擔保成為一個消費者重

要的參考線索。而在搜尋產品上，由於品質的可觀察程度高，消費者無需外來資

訊便可以自行評斷品質優劣，因此聯盟後對於知覺品質影響程度有限。簡言之，

在經驗性產品時，品牌聯盟對於消費者知覺品質的影響大於品牌聯盟對於搜尋性

產品知覺品質的影響。 

 

H4:相較於搜尋性產品，經驗性產品在品牌聯盟關係加深時，對於消費者知覺品

質正向提升的效果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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