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根據第二章的文獻回顧，本研究以品牌聯盟理論來觀察電視購物品牌與製造

商品牌的合作效果。消費者在評估產品品質時，除了產品本身之外，消費者還會

藉由週遭的訊號，來做為評估產品品質的依據。當一個產品無法有效的傳達品質

訊號給消費者時，由另一個品牌所提供的擔保作用，可以幫助消費者對於產品品

質的評估。由於電視購物頻道媒體豐富度的限制，消費者無法實際的觀察產品的

品質，因此僅能透過電視購物頻道所提供的資訊，以及主持人之介紹來獲得產品

品質相關訊息，在購物過程中資訊不對稱的狀態遠較實體通路來的嚴重。電視購

物頻道成為代替消費者檢視產品品質的代理人角色。此時購物頻道所散發的訊息

便成為消費者評估產品品質的重要線索。 

 

由於消費者會尋求相關的品質訊號來降低購買時的知覺風險，因此，若能透

過品牌聯盟的方式，讓消費者認知到產品品質是被第二品牌所保證，便能提高消

費者的知覺品質(Park, Jun, and Shocker, 1996)。特別是在電視購物上，因產品品

質無法直接透過觀察而得知，故品牌聯盟的效果愈顯得重要。由於品牌的建立需

要長時間的資本投入以及品牌形象的建立，並且有其財務上的效用，同時容易受

到損害，因此根據一致性理論，消費者推斷一個高知名度的品牌僅會與一個高品

質的產品進行聯盟，因為管理者不願見到長期建立的品牌因為不好的聯盟而有任

何的損傷，因而慎選合作的伙伴。 

 

由於電視購物頻道代理消費者檢視產品，消費者與電視購物頻道間之存在著

嚴重的資訊不對稱，代理問題便因此產生。基於代理理論，人是自利的假設，電

視購物頻道也是極力的在追求自身的最大利益，因此一方面電視購物可能呈現不

實的商店特徵，也就是所謂的逆選擇問題；另一方面電視購物也可能對於真實品

質欺騙，也就是所謂的道德危機（陳怡玲，2003）。假若電視購物頻道與製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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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關係僅限於販售的合作，則消費者可能因為電視購物頻道可以輕易的轉換

販售的標的物，而無需付出任何成本代價，因而不信任電視購物頻道的品牌宣稱。 

 

Rao and Ruekert (1994)提及品牌聯盟包括短期或長期的結合兩個或兩個以

上的品牌、產品、和特殊資產。這些產品或品牌可以被具體的結合或是符號上的

品牌名稱、標誌或其他品牌資產上的結合。由於雙方的聯盟關係是必須付出相當

的機會成本的，很多時候甚至需要專屬性資產的投資。而另外 Budklin and 

Sengupta (1993)提到排他性的契約將可以消減聯盟之間不安定的感知，因為聯盟

品牌承諾提供專有的屬性，以購物頻道來說就是製造商提供在購物頻道以外買不

到的產品。實務上的例子包括東森獨家代理 DeMon；宏碁推出「為東森量身打

造機種」的筆記型電腦等等。因此，整體而言具有排他性的契約可以顯示合作關

係的穩定程度。 

 

因此本研究企圖用交易成本中專屬性資產投入的概念，來解決消費者對於電

視購物頻道品牌宣稱效果的疑慮。由於專屬性資產的投入無法在交易失敗後，輕

易地移轉為他用，因此在交易的過程中可以被視為抵押品。而以電視購物頻道而

言，若電視購物頻道與製造商品牌聯盟的關係愈深，投入愈多專屬性資產於合作

關係之中時，則產品的販售情況會關係到電視購物頻道本身未來的獲利，因此消

費者會認為電視購物頻道較不可能因為短期的獲利，而做不當的產品品質宣稱；

反之，就製造商而言，由於對於合作關係的投入成本無法輕易的轉換為他用，販

售的成功與否也將影響製造商未來的獲益。並且雙方合作的關係愈深，則消費者

對於兩品牌印象的連結也愈深，因此製造商也會擔心品牌形象可能受損，而慎選

合作的伙伴，此種的連帶關係則可以提升消費者的知覺品質。 

 

由於品牌對於品質可信程度的保證，源自於其對於過去投資損失及未來收益

損失的風險程度。品牌知名度是仰賴過去長期的積累及財務上的投資，消費者認

為當高知名度品牌所提供的品質不如預期時，消費者可以輕易的藉由阻止後續交

易來處罰該品牌，因此從交易成本理論來看，高知名度品牌所能夠提供的擔保作

用遠比低知名度品牌來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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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獻探討中可以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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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使得消費者在對於品牌聯盟進行評估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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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過去的研究都

提到先前對於品牌的態度會影響資訊處理及決策(Petty, Unnava, and Strathman, 

1991)。根據資訊整合理論，人們在接收新的刺激時，態度和信念會同時的產生，

而這個態度和信念與現存的態度和信念產生一個整合的狀態。延伸到品牌聯盟，

知名品牌在消費者的記憶中有較多的關於屬性、態度、信念等等可以做為評估品

牌延伸的線索，而不知名品牌缺乏可以被聯想的因素(Bettman and Sujan, 1987)。

因此品牌知名度將會造成各品牌對於聯盟的貢獻程度不一的效果。知名度高的品

牌對於聯盟的貢獻效果高於低知名度品牌(Simonin and Ruth,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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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來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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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販售者之間呈現了嚴重資訊不對稱的狀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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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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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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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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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第二章的文獻探討，本研究的假說如下： 

表 3-1 假說整理 

假說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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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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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低知名度電視購物頻道品牌，電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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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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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研究所發展的假說，將本假說的實驗設計架構呈現如圖 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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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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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實驗設計之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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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驗設計 

一、前測 

（一）第一次前測 

為發展研究正式問卷所做的問卷測量，共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為區分產品

特性；第二部份為測量電視購物的品牌知名度；第三部份則是測量製造商的品牌

知名度，詳細問卷於附錄一。前測問卷發放對象為台灣大學通識課程的修課學

生，問卷於 3月 30日發放，共回收 35份有效問卷。 

 

第一部份為選出分別代表經驗性及搜尋性的產品。過去於陳怡伶（2003）的

研究已對購物頻道所經常販售的產品，針對大學生的購買意願分別進行調查。本

研究從中選取八種產品，為排除性別可能造成實驗上的差異，本研究所選取的產

品是沒有性別差異的產品，針對此八種產品進行產品特性檢驗。以 Smith and Park 

(1992)所提出的三個 Likert 七點尺度(從非常同意到非常不同意)量表，以詢問消

費者：「當您第一次購買該產品時，僅僅藉由視覺上的觀察，就能夠判斷產品品

質，請表達您認為的容易程度」、「是否同意唯一能判斷該產品品質的方式，就是

實際去使用他，請表達您的同意程度」、「假如提供您數個不同品牌的產品，您是

否能輕易地只靠簡單的目測即可判斷不同品牌間產品品質的差異，請表達您認為

的容易程度」來測量產品特性，數值愈接近“1＂代表偏向經驗性產品；而接近

“7＂則代表搜尋性產品，第二題反向編碼。產品特性檢測平均數結果如下表所

示： 

 

表 3-2 產品特性平均值 

 產品 平均值 標準差 
印表機 2.6476 0.5954 
筆記型電腦 2.6476 0.7653 
數位相機 2.6667 0.6895 
健身器具 2.7843 0.7304 
翻譯機 3.0476 0.6676 
手機 3.0857 0.6865 
手錶 3.9143 0.7476 

經驗性產品 
 
 
 
 
 
 
 

搜尋性產品 運動服飾 4.3143 0.7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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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產品平均數的結果，針對產品特性的偏向進行兩兩成對樣本的 t檢定，

在統計上達到顯著性的配對組中，考量產品價格相近，且品牌操弄容易的組別，

最後選定印表機作為經驗性產品，手錶做為搜尋性產品。t檢定結果如下表： 

 

表 3-3 手錶與印表機的成對樣本 t檢定結果 

 成對樣本平均數 t 自由度 顯著性 
手錶平均值 v.s. 
印表機平均值 1.2667 6.764 34 .00 

 

 

第二部份針對電視購物頻道進行品牌知名度調查。包括東森購物、MOMO、

VIVA、廣通購物。品牌知名度的結果分析如下： 

 

表 3-4 購物頻道品牌知名度結果分析 

0

5

10

15

20

25

30

35

東森購物

MOMO

VIVA

廣通購物

 

 購物頻道 次數 百分比
1. 東森購物 33 94.3% 
2. MOMO 18 51.4% 
3. VIVA 7 20% 
4. 廣通購物 0 0% 

圖  

 

第三部份則是針對各產品所做的產品知

高知名度品牌及低知名度品牌，本研究針對

四個所選取的品牌皆是考量大學生經濟能力

牌，讓消費者評估是否知曉該品牌的方式，

 

表 3-5 印表機與手錶的品

 手錶 次數 百分比

1. Swatch 35 100% 
2. LICORNE 4 11.4% 
3. Savina 2 5.7% 
4. DILONGER 1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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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購物頻道品牌知名度長條
名度調查。為了於實驗中能夠區分出

八項產品，提供該項產品品牌四個，

能夠消費的品牌，並且都是真實的品

進行知名度的檢測。 

牌知名度結果分析 

印表機 次數 百分比 
HP 34 97.1% 

Epson 34 97.1% 
FUJITSU 20 57.1% 

OKI 0 0% 



（二）第二次前測 

針對本研究設計之聯盟關係深度的實驗版本進行前測，以確保操弄的成功。

於 5月 12日時於師大餐廳發放問卷，本研究共有 16個實驗版本，每個版本發放

兩份，包含聯盟關係深淺的問卷各 16份，總共為 32份問卷。針對二個分別代表

聯盟關係深與聯盟關係淺的版本進行 t檢定，結果如下： 

表 3-6 聯盟關係深度平均數與標準差 

組別統計量     

 聯盟深度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的標準誤

深 16 5.125 1.115 0.279 專屬性資產

平均數 淺 16 4.15 1.115 0.279 

 

表 3-7 聯盟關係深度 t檢定結果 

  

變異數相等的 

Levene 檢定 

平均數相等的

t 檢定    

  F 檢定 顯著性 t 自由度 顯著性 (雙尾) 平均差異 標準誤差異

假設變異

數相等 0.041 0.840 2.484 30 0.019 0.98 0.394

專屬性資

產投入平

均數 不假設變異數相等  2.484 30 0.019 0.98 0.394

 

由上述報表可以得知，聯盟關係深的組別平均數為 5.125，而聯盟關係淺的

組別平均數為 4.150，變異數同質性的 Levene檢定未達顯著（F=0.041，p=0.84），

表示這兩個樣本的離散情形無明顯差別。而由假設變異數相等的 t值與顯著性，

發現考驗結果達顯著的水準，表示聯盟關係深與聯盟關係淺的組別在平均數上有

顯著的差異（t= 2.484，p＝0.019）。 

 

二、正式實驗 

本研究採用實驗設計的方式進行相關變項之間的討論。採用 2(合作深度：深

／淺)*2（製造商品牌知名度：高／低）*2（電視購物品牌知名度：高／低）*2

（產品特性：搜尋性產品／經驗性產品）的因子設計(factorial design)，為四因子

受測者間之實驗設計(between-subjects factorial design)，每位受測者僅評估一種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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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版本。由於實驗中某些影響因素無法排除，為減少實驗的誤差，本研究擬加入

產品知識、涉入度及資訊滿意度做為共變項。 

 

（一）自變項 

聯盟關係投入程度的深淺，分別以專屬性資產投入的有無來區別。雙方有合

作程度深代表雙方都對於此合作有專屬性的投資。這些投資可以是有形的(像製

造的設備、特殊的工具、鋼模或機械)，或者是無形的(知識、特殊的技術、能力)。

本研究在聯盟關係投入程度深的實驗組別上，將聯盟關係設計為產品是由電視購

物頻道與製造商共同研發設計；而在聯盟關係投入程度淺的實驗組別則無添加此

說明句。詳細實驗操弄如下： 

 

實驗敘述句： 

1.聯盟關係深 

這是一款由東森購物派出專業團隊與Swatch共同研發設計的手錶，

目前於市面上無法購得。由於對消費者需求的高度了解，東森購物得以與

Swatch共同研發設計該產品，並與Swatch共同提供產品保證與售後服務。您有

十天鑑賞期，12期免利息分期付款且免費配送到府，數量有限，敬請把握。  

 

2.聯盟關係淺 

這是一款由東森購物獨家代理販售的Swatch手錶，目前於市面上無法

購得。東森購物僅負責此商品的銷售業務，並不提供產品保證，也不提供售後服

務。您有十天鑑賞期，12 期免利息分期付款且免費配送到府，數量有限，敬請

把握。 

 

為檢測本研究對於專屬性資產的操弄是否成功，在事後檢定上面，本研究利

用 Jap and Anderson (2003)所提出的三個題項，測量消費者認為雙方專屬資產的

投入程度。詢問消費者對於以下三個題項的認同程度，「他們投資了很多的成本

在建立他們的合作關係」、「如果任一方轉換合作對象，他們會損失很多在目前關

係上的投資」、「如果這個合作關係中止，他們將會浪費掉很多只能應用於這項合

作活動的知識」。以 Likert 7點量表來衡量，數值愈接近“1＂表示聯盟關係愈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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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接近“7＂則代表聯盟關係愈深。 

 

（二）應變項 

Steenkamp (1990)認為消費者在有意義的個人或情境變數之下，會有意識或

無意識地處理一些與品質屬性相關的線索，來決定最適切的消費產品，而這種特

殊的價值判斷便是知覺品質。因此知覺品質並非客觀的品質，而是消費者主觀的

對於品質良窳的判斷。Myers and Shicker (1985)更認為知覺品質是一種心理層面

的特徵。本研究使用 Dodds, Kent, and Dhruv (1991)量表及 Erevelles (1999)的量

表，共有五個衡量題項，分別是「整體來說我覺得此產品的品質是值得信賴的」、

「整體來說我覺得此產品的功能性是好的」、「整體來說我覺得此產品的品質是高

的」、「整體來說我覺得此產品是可靠的」、「整體來說我覺得此產品是耐用的」。

以 Likert 7 點量表來衡量，數值愈接近“1＂表示消費者的知覺品質愈低；愈接

近“7＂則代表消費者知覺品質愈高。 

 

（三）干擾變項 

根據 Keller and Aaker (1992)指出，品牌知名度意指消費者對品牌回憶及認識

的表現。品牌回憶指的是消費者評估一組產品時，消費者能從記憶中回憶起該品

牌的能力；品牌認識則是當品牌為唯一線索時，消費者能認知該品牌曾經出現過

的能力。 

 

從過去的研究發現，品牌知名度是影響品牌聯盟效果的一項重要因素，原品

牌的知名度愈高，則消費者對於品牌聯盟產品的評價愈好。本研究的品牌共分為

製造商品牌及電視購物頻道品牌，分述如下： 

 

1.製造商品牌知名度  

根據前測的結果，本研究選定手錶做為搜尋性產品；印表機做為經驗性產

品。在手錶的製造商品牌知名度上面，對於大學生手錶品牌知名度的測量結果，

選定 Swatch做為高知名度品牌；DILONGER做為低知名度品牌。印表機的選擇

方式亦同，依結果選出 HP做為高知名度品牌；OKI做為低知名度品牌。操弄檢

定上面，本研究採用 Simonin and Ruth (1998)所提出的三個題項做為測量：「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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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品牌很熟悉」、「我知道這個品牌」、「我以前有聽過這個品牌」。以 Likert 7

點量表來衡量，數值愈接近“1＂表示製造商品牌知名度低；愈接近“7＂則代表

該製造商品牌知名度高。 

 

2.電視購物品牌知名度 

在零售商品牌知名度的操弄上，根據台北市九家有線電視系統台所提供的電

視購物頻道調查，選定以東森購物做為高知名度電視購物品牌；而廣通購物則為

低知名度電視購物品牌。操弄檢定一樣是使用 Simonin and Ruth (1998)所提出的

三個題項做為測量：「我對這個品牌很熟悉」、「我知道這個品牌」、「我以前有聽

過這個品牌」。以 Likert 7點量表來衡量，數值愈接近“1＂表示購物頻道知名度

低；愈接近“7＂則代表該購物頻道知名度高。 

 

(四)共變項 

為確保實驗的準確程度，本研究將實驗當中無法控制的可能影響因素做測

量，並排除其影響力，本研究的共變項有三： 

 

1.產品知識 

產品知識又分為客觀知識的衡量和主觀知識的衡量。所謂客觀知識乃是指消

費者本身實際所擁有的知識，包括產品知識、購買知識及使用知識三方面。而主

觀知識則是指消費者主觀上對其本身擁有知識的認知，也就是消費者認為自己所

了解、知道的程度多寡(Engel, Miniard, and Blackwell, 1993)。Burcks (1985)產品

知識是影響消費進行資訊處理及品牌選擇過程的一個關鍵因素，發現主觀知識愈

高的消費者在做決策時愈依賴自己的判斷，較不尋求外部資訊做為輔助，也就是

採用自我為基礎的偏好形成策略。 

 

由於客觀知識衡量不易，且 Park and Lessig (1981)認為消費者的主觀知識代

表他個人的自信水準(self-confidence level)，而個人的自信水準又可能會影響個人

的決策行為，因此衡量消費者的主觀知識比客觀知識，更有助於了解消費者在決

策上之系統性偏誤(systematic biases)。因此本研究採用 Smith and Park (1991)的題

項，產品知識的測量上採用主觀知識的測量，詢問受測者：「我對此產品有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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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識」、「如果有朋友問我此產品，我可以給他們關於不同品牌的意見」、「如果

我必須購買此產品，為了做購買的決定，我僅需要蒐集一些相關的資料」、「我對

自己分辨不同品牌間產品品質差異的能力很有信心」，以 Likert 7 點尺度（非常

同意／非常不同意）來衡量產品知識，“1＂代表受測者產品知識很低；“7＂則

代表受測者產品知識高。 

 

2.涉入程度 

涉入為個人內在的心理狀態，根據 Zaichkowsky (1985)將消費者的涉入分為

三種，包括對廣告的涉入度、對產品的涉入度及對購買決策的涉入度。對廣告的

涉入度指的是廣告所引起消費者的重視程度與相關程度，也就是消費者對於廣告

訊息所產生之注意程度，會影響消費者對於廣告內容的注意與思考，涉入度高則

消費者較不易被廣告所說服；對產品的涉入度則是指一種產品對消費者有相關性

或重要性，也就是消費者會注意不同產品所提供的屬性及其之間的差異，產生不

同產品或品牌的重視程度或個人的主觀意識；對購買決策的涉入度則是指一購買

決策對消費者有重要性或相關性，若消費者對一購買決策有較高的涉入，則他會

花較多時間在找尋相關資訊、比較及決策。 

 

綜合上述，由於個人涉入程度會影響消費者對於訊息的處理及決策，因而消

費者若具有高涉入，在選購產品時會搜尋更多的相關資訊，來幫助其做決策

(Goldsmith and Emmert,1991)。本研究利用 Goldsmith and Emmert (1991)的五個題

項，詢問受測者者：「這項產品表示了某部份的自我」、「這項產品對我而言深具

意義」、「購買這項產品對我而言是相當困難的」、「購買這項產品能給我愉悅的感

受」、「若買了不滿意的產品我會因此而感到懊惱」，來檢測受測者在涉入程度上

面是否有所差異。以 Likert 7點尺度（非常同意／非常不同意）來衡量消費者涉

入程度，“1＂代表受測者涉入程度低；“7＂則代表受測者涉入程度高。 

 

3.資訊滿意度(information satisfaction) 

Crosby and Stephens (1987)將資訊的滿意度定義為消費者對於服務提供者所

提供資訊的整體滿意程度。資訊滿意度的不同會影響消費者對於整體的評估

(Jones and Suh, 2000)。由於本研究在產品的功能上採用文字敘述，已盡量控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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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組別間，資訊量的一致程度，但為求謹慎，本研究將對受測者進行資訊滿意程

度的測量。量表修改自 Park and Kim (2006)的量表，詢問受測者「比起其他販售

點，我對於這裡所提供的產品資訊感到滿意」、「對於所提供的產品資訊符合我的

期待」、「整體而言，我對於產品的資訊感到滿意」。以 Likert 7 點尺度（非常同

意／非常不同意）來衡量消費者資訊的滿意度，“1＂代表受測者對於資訊滿意

程度低；“7＂則代表受測者對於資訊的滿意程度高。 

 44



表 3-7 變項的定義與衡量 

構念  定義與衡量 
自變項   

消費者認為製造商與

零售商對於合作關係

的投入程度 

 ＊合作關係投入程度的深淺分別以專屬性資產投入的

有無來區別。雙方合作程度深指雙方有投入專屬性資

產於合作關係；而雙方合作程度淺則代表雙方並無專

屬性資產的投入。本研究利用 Jap and Anderson (2003)
所提出的三個題項，測量消費者認為雙方專屬資產的

投入程度： 
1.他們投資了很多的成本在建立他們的合作關係 
2.如果任一方轉換合作對象，他們會損失很多在目前
關係上的投資 
3.如果這個合作關係中止，他們將會浪費掉很多只能

應用於這項合作活動的知識 
干擾變項   

製造商品牌知名度  ＊製造商品牌知名度是指消費者對製造商品牌回憶及

認識的表現。本研究採用 Simonin and Ruth (1998)所提
出的三個題項做為測量： 
1.我對這個品牌很熟悉 
2.我知道這個品牌 
3.我以前有聽過這個品牌」 

   
電視購物品牌知名度  ＊電視購物品牌知名度是指消費者對電視購物品牌回

憶及認識的表現。本研究採用 Simonin and Ruth (1998)
所提出的三個題項做為測量： 
1.我對這個品牌很熟悉 
2.我知道這個品牌 
3.我以前有聽過這個品牌」 

   
產品特性 
1.搜尋性產品 
2.經驗性產品 

 ＊產品品質可以觀察的程度。產品品質可以在購買前

被觀察的為搜尋性產品；不能在購買前被觀察的為經

驗性產品。本研究採用 Smith and Park (1992)的評估方
式： 
1.當您第一次購買該產品時，僅僅藉由視覺上的觀
察，就能夠判斷產品品質，請表達你認為的容易程度

2.是否同意唯一能判斷該產品品質的方式，就是實際
去使用他，請表達你的同意程度 
3.假如提供您數個不同品牌的產品，您是否能輕易地

只靠簡單的目測即可判斷不同品牌間產品品質的差

異，請表達您認為的容易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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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變項的表格整理（續） 
構念  定義與衡量 
應變項   

知覺品質  ＊知覺品質是指消費者對於產品優劣主觀性的判斷。

Dodds, Kent, and Dhruv (1991)提出五個衡量題項分別

是： 
1.整體來說我覺得此產品的品質是值得信賴的 
2.整體來說我覺得此產品的功能性是好的 
3.整體來說我覺得此產品的品質是高的 
4.整體來說我覺得此產品是可靠的 
5.整體來說我覺得此產品是耐用的 

共變量   

產品知識  ＊本研究採用 Smith and Park (1992)的題項，產品知識

的測量上採用主觀知識的測量，詢問受測者： 
1.我對此產品有很高的知識 
2.如果有朋友問我此產品，我可以給他們關於不同品

牌的意見 
3.如果我必須購買此產品，為了做購買的決定我僅需

要蒐集一些相關的資料 
4.我對自己分辨不同品牌間產品品質差異的能力很有

信心 
   
產品涉入  ＊產品對於消費者有相關性或重要性， 

Goldsmith and Emmert (1991)提出五個題項為： 
1.這項產品表示了某部份的自我 
2.這項產品對我而言深具意義 
3.購買這項產品對我而言是相當困難的 
4.購買這項產品能給我愉悅的感受 
5.若買了不滿意的產品我會因此而感到懊惱 

   
資訊滿意度  ＊消費者對於服務提供者所提供資訊的整體滿意程

度。量表修改自 Park and Kim (2006)的量表，詢問受測

者： 
1.比起其他販售點，我對於這裡所提供的產品資訊感

到滿意 
2.對於所提供的產品資訊符合我的期待 
3..整體而言，我對於產品的資訊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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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實驗設計組合 

實驗組合 聯盟關係深度 製造商品牌知名度 電視購物品牌知名度 產品特性
深 高 高 搜尋品 

1 
共同研發設計 Swatch 東森購物 手錶 

深 低 高 搜尋品 
2 

共同研發設計 DILONGER 東森購物 手錶 
深 高 低 搜尋品 

3 
共同研發設計 Swatch 廣通購物 手錶 

深 低 低 搜尋品 
4 

共同研發設計 DILONGER 廣通購物 手錶 
深 高 高 經驗品 

5 
共同研發設計 HP 東森購物 印表機 

深 低 高 經驗品 
6 

共同研發設計 OKI 東森購物 印表機 
深 高 低 經驗品 

7 
共同研發設計 HP 廣通購物 印表機 

深 低 低 經驗品 
8 

共同研發設計 OKI 廣通購物 印表機 
淺 高 高 搜尋品 

9 
獨家代理販售 Swatch 東森購物 手錶 

淺 低 高 搜尋品 
10 

獨家代理販售 DILONGER 東森購物 手錶 
淺 高 低 搜尋品 

11 
獨家代理販售 Swatch 廣通購物 手錶 

淺 低 低 搜尋品 
12 

獨家代理販售 DILONGER 廣通購物 手錶 
淺 高 高 經驗品 

13 
獨家代理販售 HP 東森購物 印表機 

淺 低 高 經驗品 
14 

獨家代理販售 OKI 東森購物 印表機 
淺 高 低 經驗品 

15 
獨家代理販售 HP 廣通購物 印表機 

淺 低 低 經驗品 
16 

獨家代理販售 OKI 廣通購物 印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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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本研究以大學在學學生做為研究主體，主要是因為實驗設計容易因受試者的

特質不同，造成研究結果的偏誤，因此本研究選擇同質性較高的大學生進行便利

抽樣(Convenience Sampling)，以避免受測者因素造成實驗結果的干擾。 

 

施策時間為 5月 16、17、19、20四日選擇中部兩所大專院校及北部一所大

專院校進行施測。由研究者先向學生說明施策程序，為確保每人僅評估一個實驗

版本，研究者並且要求受測者於作答間不要相互討論，並給予十分鐘的作答時間。 

本研究共有 16組實驗版本，每組受測人數 15人，總受測人數為 2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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