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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Gatignon and Robertson (1993)與Nowlis and Simonson (1996)主張消費者在處

理新屬性對產品評價可能造成的影響時，考慮的決定因素主要有兩點：(1)增添

新屬性為目標產品所帶來的附加價值有多少，(2)導入新屬性之後，消費者會對

產品績效產生多少不確定性。本研究認為在比較式廣告的脈絡裡，屬性特徵與品

牌市場地位一致性與否將會影響消費者知覺到目標品牌的附加價值和績效不確

定性，導致品牌偏好的改變。根據上述的脈絡，在文獻探討裡，我們將首先回顧

消費者如何進行決策判斷，然後依序討論新奇屬性、瑣碎屬性及品牌市場地位的

一致性對目標品牌評價的作用，最後提出本研究的研究假設。 

第一節  消費者決策過程與影響要素 

比較是一種基本的心理處理過程，消費者大部分的偏好判斷都涉及到比較其

手邊可得的選擇集合內各個選項孰優孰劣的程序(Dhar and Sherman, 1996)，比較

式廣告的發展即是根據這種消費者的基本心理過程加以建構而成的。行銷學者主

張消費者的決策制訂可分為： (1)需要確認 (need recognition)、 (2)資訊搜尋

(information search)、(3)可行方案評估(evaluation of alternatives)、(4)購買決策

(purchase decision)、(5)購後行為(postpurchase behavior)等五個階段(Armstrong and 

Kotler, 2005)(如圖 2-1 所示)，其中，在需要確認階段、資訊搜尋階段和評估方案

階段涉及到如何喚起消費者感覺到有需要必須被滿足、如何對目標品牌的相關資

訊進行檢索、比較、對照和評價，也是廣告訊息最能夠發揮影響力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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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  消費者決策制訂流程 

    資料來源：Armstrong and Kotler (2005)(p.160)  

需要確認是決策過程的第一個階段，需要確認發生的可能性高低取決於消費

者目前所處的實際狀況與想要的狀況之間有多少差距，當差距程度超越一定的門

檻時，就會促發人們產生需要確認，若差距程度未超過門檻時，則不會引發人們

的需要確認(Blackwell, Miniard, and Engel, 2001)。因此，想影響消費者整個購買

決策的制訂，首先就必須運用行銷策略改變消費者想要的狀態，喚起他們未滿足

的欲望，使他們確認目前所處的實際狀況存在著問題，可以透過使用特定品牌的

產品形成解決方案來滿足需要。 

一旦需要確認之後，接下來會開始啟動資訊尋求的過程。消費者的資訊尋求

可分為內部搜尋(internal search)與外部搜尋(external search)兩種，內部搜尋是從

個人內在記憶中檢索與品牌或產品相關的經驗和知識，外部搜尋則主要是從行銷

人員所主導的說服來源如廣告、銷售點、包裝、陳列或從非行銷人員如家人、同

儕團體、意見領袖所提供的意見來蒐集所需的資訊(Blackwell et al., 2001)。換句

話說，當消費者開始接觸到一個目標刺激物時，他們首先會嘗試從個人記憶中搜

尋過往的使用經驗、對目標刺激的既存信念或是該類別的產品應具備哪些屬性特

徵等知識基模來形塑他們對於目標刺激物之績效表現應滿足何種水準的期望，然

後再根據建構出的期望與廣告訊息所提供的品牌資訊進行比較，檢視兩者是否相

互符合來決定目標刺激物的評價(Campell and Goodstein, 2001; Punj and Moon, 

2002)。 

值得注意的是，Punj and Moon (2002)主張消費者並不會將所有可得的資訊全

資訊搜尋 可行方案評

估
購買決策 需求確認 購後行為 



 9

部納入考量，那樣既費時又費力，所以，在完成需求確認與資訊搜尋之後，只有

部分被認為是可以滿足需求的合適品牌會被篩選出來形成考慮集合

(consideration set)以便接下來進行更進一步的評估，而比較式廣告即被認為是可

以激發消費者確認需要並將目標品牌納入考慮集合內的行銷工具。和傳統的廣告

類型相比，比較式廣告透過在特定面向上宣稱目標品牌優於背景品牌來鼓勵消費

者改變想要的狀態，塑造出目標品牌是可以提供問題最佳解答的選擇性需要確

認，其所揭露的組成構面資訊除了能促使消費者從個人經驗、既存信念等來源建

構出對目標品牌的期望之外，更重要的是可以藉由廣告訊息中明確標示的特定背

景品牌(context brand)來框限住消費者的認知結構，使得廣告內容裡相互對比的

品牌被消費者納入考慮集合、並循著背景品牌所提供的線索形成比較基準的可能

性大幅增加。Pechmann and Rateneshwar (1991)認為消費者傾向以可存取性

(accessible)高的品牌構成考慮集合的資訊，由於並列比較的方式易於讓人們產生

兩個從事比較的品牌之間應該是可以相互比較(comparable)才會被放置在一起的

知覺。所以，消費者在從事目標品牌的比較和判斷時，便容易傾向以最便利存取、

可得性最高的背景品牌資訊作為具體的參考範例(exemplar)，由此建構他們對目

標品牌績效表現的期望，因此，消費者對目標品牌的評價將會隨著背景品牌的條

件而發生變化，此即所謂的背景效果(context effect)，有助於促成消費者以範例

為基礎來對目標品牌進行定位(exemplar-based positioning)(Punj and Moon, 2002)。 

目標品牌所處的背景情境提供了消費者詮釋及判斷的參考框架，特別是如果

人們對於目標品牌的屬性特徵感覺到模糊、不熟悉時，相對上會較傾向採用可接

近、可存取的背景資訊來推論目標品牌的價值(Levin and Levin, 2000)。在比較式

廣告的脈絡底下，廣告主利用並列比較的方式來活化背景資訊，當背景資訊越明

確、越具體時，越容易引發比較，抽象的背景資訊則不容易被用來作為具體的參

考錨點，換句話說，對於相同的目標刺激物，消費者也可能產生不同的反應，這

是肇因於消費者進行決策判斷時所處的背景情境有異(Stapel and Winkiel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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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進入到評估方案的階段，人們會對考慮集合內的各品牌進行比較、對照和判

斷，來確認之前檢索出來的資訊，縮減可行方案的範圍。在這個階段，消費者常

會考慮目標刺激物所可能帶來的潛在利益與潛在成本在決策任務中的權重高低

作為是否取捨的依據 (Mukherjee and Hoyer, 2001)，潛在利益指的是消費者對於

目標品牌能替他們帶來多少價值的推論，潛在成本代表著產品績效不如預期或無

法提供如廣告訊息所宣稱的利益，甚至導致負面結果發生的可能性，換句話說，

消費者如何知覺目標刺激物的價值與績效不確定的程度，將會影響他們對目標刺

激物的評價(Campell and Goodstein, 2001; Grewal, Gotlieb, and Matmorstein, 

1994)。當消費者推論目標刺激物的正面價值高於績效不確定的負面成本時，接

納該選擇方案的機率便越大，當消費者推論正面的價值低於績效不確定形成的負

面影響時，便較可能在評估之後排除該選擇方案。 

比較式廣告運用並列的方式提供目標品牌在特定面向上優於背景品牌的資

訊，其目的便是意圖框架消費者循著訊息內容所提供的特定面向思考，從兩者的

對照中促使消費者產生選擇目標品牌能較競爭對手擁有更高附加價值、更低績效

不確定性的期望和態度，以影響消費者的決策判斷。欲達到此目的，Blackwell et 

al. (2001)與 Dhar and Shermann (1996)認為廣告主應特別重視產品屬性的改變對

消費者品牌選擇的作用，在不同的脈絡情境下凸顯特定屬性特徵的性質應會影響

消費者對目標品牌的相對偏好與決策判斷，而 Auken and Adams (1999)和 Priester 

et al. (2004)則主張在廣告訊息中操弄目標品牌與背景品牌之間品牌階層地位的

一致性與否會決定消費者採用什麼方式對照目標品牌和背景品牌，從而對這些品

牌做出評價。由於 Bettman, Luce, and Payne (1998)歸納消費者決策判斷的研究結

果，總結出消費者的選擇評價是一個背景相依(context dependent)的過程，除了需

考慮屬性特徵以外，其他替代方案的呈現方式同時也會框限住選擇的相對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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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不同的偏好形成，因此如果在廣告中提供不同品牌階層及屬性比較的背景品

牌將會影響消費者對目標品牌的評價。簡言之，屬性性質與品牌市場地位這兩個

因素具有誘導消費者思考的效果，在比較式廣告的脈絡裡，選擇何種性質的屬性

特徵以及何種市場地位的背景品牌作為對比的參考範例，將會影響消費者如何知

覺目標品牌與背景品牌之間的差異、如何推論目標品牌所帶來的正面附加價值與

負面的績效不確定性，進而改變他們對選擇方案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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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奇屬性的影響 

消費者選擇一項產品的主要目的是獲得產品所提供的利益，而產品屬性則是

消費者用來評估產品利益的重要依據。在比較式廣告的文獻裡，大多數研究者所

探討的產品屬性為既存的典型屬性，也就是在廣告訊息中對比兩個品牌在共通

的、基本的、現存的產品屬性上的差異，藉此宣稱目標品牌表現優於比較品牌(e.g., 

Chow and Luk, 2006; Gorn and Weinberg, 1984; Sujan and Dekleva, 1987)。在行銷

實務上，訴諸典型屬性的比較式廣告很多，例如汽車業者在廣告內容中強調目標

品牌的某項性能、內裝或安全配備更勝競爭對手(如圖 2-2)。這些相關文獻的研

究結果發現，由於消費者對於廣告訊息所強調的典型屬性多曾具有使用經驗、或

是已發展出穩固的知識基模，對該屬性所提供的功能利益也累積了相當程度的熟

悉與了解，所以消費者無法確定目標品牌之績效是否能如廣告宣稱所預期的機率

相對較低，不過也正是因為對典型屬性的功能已經熟悉而穩定，所以能激發消費

者投注更多額外的心力去深思目標品牌與背景品牌之間差異的效果也會受到壓

抑，相對使消費者較不容易明顯知覺到目標品牌可能帶來的附加價值。 

 

圖 2-2  強調典型屬性之比較式廣告 

資料來源：蘋果日報 2007.2.9 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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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為了吸引消費者對產品屬性的資訊投注更多心智努力去進行深化

的處理，在目標品牌中導入新奇屬性並在廣告訊息中予以特別強調便成為廣告主

用來凸顯己身品牌與競爭對手差異的一種常見方式(Olshavsky and Spreng, 1996; 

Ziamou and Ratneshwar, 2003)。新奇屬性是過去在競爭對手的產品中未曾出現

過，消費者感覺到不熟悉的全新屬性(Mukherjee and Hoyer, 2001)，根據 Ziamou 

and Ratneshwar (2003)的說法，新奇屬性象徵著一種產品功能上的創新，即使產

品本身對市場而言並不是陌生的，消費者仍可以覺察到因為添加新奇屬性以致於

和既存期望有所區隔的差異。 

Armstrong and Kotler (2005)主張可以成功獲得競爭優勢的產品差異化策略

應該至少要能滿足下列標準其中的幾項：(1)重要性(important)：差異化必須能對

消費者傳遞出高價值的利益。(2)區隔性(distinctive)：必須是競爭對手無法以更特

殊的方式提供的差異。(3)優越性(superior)：必須是在相同利益之下，其他替代

方案所比不上的差異。(4)可溝通性(communicable)：差異必須是消費者可以理

解、可以看見的。(5)先佔性(preemptive)：差異必須是競爭對手無法輕易複製、

模仿的。(6)可負擔性(affordable)：差異必須是消費者可以負擔得起購買的。(7)

可獲利性(profitable)：差異化必須要能讓企業獲利。在產品中導入新奇屬性著眼

點即在於提供上述的利益，使消費者感受到有別於既存屬性的差異，因為相對於

典型屬性所呈現的是一般人在知識基模中已經熟悉且發展較為完備的資訊，新奇

屬性與產品類別內既存的功能沒有明顯的共通重疊之處，且又顯得相對陌生而不

熟悉，因此往往對消費者造成一種創新的(novel)、獨特的(unique)、顯眼的(salient)

感覺，有利於察覺出目標品牌擁有與替代方案不同的區隔。由於缺乏具體的使用

經驗和穩固的知識基模可供人們從記憶中取回作為推論屬性優劣的基礎，非預期

的成分較高，所以新奇屬性顯得較容易激起消費者付出更多的興趣和注意來對屬

性資訊從事深化的處理，對於偏好判斷的形成上所佔有的權重比例也就要比典型

屬性來的更有影響力(Carpenter, Glazer, and Nakamoto, 1994; Zhou and Nakamoto, 



 14

2007)。 

過去研究的結論一般多認為在目標品牌中加入新奇屬性可以提高消費者的

品牌態度和評價，所持的立論包括下列兩點：第一點源自於人們對市場所形成的

一種重要信念—普遍傾向於相信企業為了追求最大的獲利會盡可能致力從產品

設計和廣告宣傳方面著手改善消費者原先的期望和態度，除非屬性的確能發揮功

效形成競爭優勢，否則企業不太可能願意投入高額的費用在媒體上購買廣告大肆

行銷，因此新奇屬性的導入往往會被消費者視為是一種訊號，引發消費者產生產

品附加價值增加的期望(Broniarczyk and Gershoff, 1997; Mukherjee and Hoyer, 

2001)。第二點解釋與消費者的決策制訂過程有關，行銷學者認為在廣告訊息中

鼓勵消費者考慮目標品牌和競爭品牌的差異可以產生吸引力效果(attraction 

effect)，凸顯出目標品牌的利益及被選取的機會，而加入新奇屬性的比較所伴隨

而生的獨特性、創新性、顯著性將更有助於吸引消費者投入心力處理廣告資訊，

仔細辨別出目標品牌凌駕背景品牌的優點(Carpenter et al., 1994; Ziamou and 

Ratneshwar, 2003)，Ward and Loken (1988)也認為獨特性和創新性可以讓人們感覺

到跟其他人不一樣，更能表現出專屬於自我的特殊形象，對消費者而言這種經驗

是稀少而有價值的，會產生更高的動機從事多樣化的搜尋，因此新奇屬性在產品

偏好判斷上所具有的高權重影響力也就容易被消費者轉化為正面的、有利的價

值。 

不過，也有學者主張新奇屬性的加入並不必然帶來正面的價值提升，因為消

費者對新奇屬性缺乏認知基模，對於採納屬性的實際效用是否真能達到如廣告宣

稱的水準較沒有信心，也無法準確推論是否隱藏著潛在的負面結果，因此，在特

定情境下有可能導致消費者將其詮釋為績效不確定性增加，反而損害目標品牌的

評價。Nowlis and Simonson (1996)便發現在低價∕低品質的品牌中導入新奇屬

性，消費者沒有信心產品績效能達到預期水準的比例遠遠超過在高價∕高品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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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中導入新奇屬性。Campbell and Goodstein (2001)的研究也支持當消費者認為

在產品中添加新奇屬性會造成績效不確定性提高時，品牌評價上會偏好較為正

常、沒有增添新奇屬性的一般產品，而當研究者改變決策情境，使消費者相信新

加入的屬性並不會提高產品績效的不確定性時，新奇屬性對產品評價的正面價值

才得以凸顯出來。 

如前所述，新奇屬性具有獨特、創新等特性，較可以激起消費者付出興趣和

注意從事深化的處理，所以在消費者形成偏好評估的過程中也佔有比較高的權重

比例。消費者決定如何評估選擇方案的基本作法有兩種：(1)是仰賴內部搜尋，

取用先前記憶中的經驗來評估，(2)是根據外部搜尋得來的資訊建構新的評估

(Blackwell et al., 2001)，由於消費者對導入新奇屬性的決策缺乏評估經驗，相對

而言可能仰賴較多的外在資訊來源而非先前的記憶來建構新的產品評估，換句話

說，此時消費者所處情境中的背景因素就可能產生明顯的背景效果，影響到消費

者覺察目標品牌價值與績效不確定性的程度多寡，繼而改變選擇方案的評價。在

比較式廣告的脈絡下，因為廣告訊息僅標示特定的背景品牌，框限住考慮集合的

數目，形成以範例為基礎的定位方式，將導致背景效果對偏好判斷的影響變得更

為嚴重，故本研究認為在比較式廣告中，若背景因素激發消費者認為新奇屬性所

帶來的附加價值高於績效不確定性時，消費者較可能對目標品牌形成正面的品牌

評價，相反的，若比較式廣告所運用的背景因素使得消費者認為新奇屬性造成的

績效不確定性高於附加價值時，就比較容易導致負面的品牌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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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瑣碎屬性的影響 

除了以導入新奇屬性作為差異化目標品牌與競爭對手的策略之外，近年來有

企業開始嘗試另外一種途徑，在廣告訊息中改以瑣碎屬性為焦點，希望也能夠改

變消費者的決策結構。從產品研究發展的角度來說，欲持續研發出對消費者有意

義、有價值的新奇屬性以此辨別目標品牌的優越性困難度相當高，尤其像是生命

週期已邁入成熟期的產品，許多重要的功能往往在導入期和成長期間便已經被開

發出來，市場主要經營者在競爭兼併的過程中多已將之吸納入自身的產品內，整

合成為基本的屬性，想再多開發有價值的新屬性不論在成本和時間方面都需要投

入數倍於以往的心力，因此，越來越多企業開始嘗試透過與創造必要利益無關的

瑣碎屬性來提升品牌差異化的附加利益(Brown and Carpenter, 2000; 丁瑞華，

2004)。 

所謂的瑣碎屬性在定義上指的是企業在目標品牌中提供表面上看似有價

值、有別於其他競爭者的屬性，使消費者在情感上產生瑣碎屬性對其品牌選擇具

有模糊正面影響(ambiguously positive)的知覺，但實際上該屬性並未帶來有意義

的績效利益(Broniarczyk and Gershoff, 2003)。Hoch and Deigton (1989)強調瑣碎屬

性的本質是以不相關的屬性(irrelevant attribute)來進行品牌的差異化策略，在訊息

中只提供消費者少許甚至絲毫沒有與品質相關的資訊，Hutchinson and Alba (1991)

指出業者是在產品中添加虛假的與不需要的(spurious and unnecessary)屬性，且只

揭露某種特定的偶發情況的資訊來對消費者從事刻意的欺騙，Carpenter et al. 

(1994)與 Broniarczyk and Gershoff (1997)主張瑣碎屬性在本質上是一種無意義的

(meaningless)屬性，雖然在實際上對產品的正常運作並沒有提供任何利益，但是

藉由暗示該屬性具有關鍵功能所產生的模糊正面特性，可以導致有意義的品牌優

勢，Meyvis and Janiszewski (2002)則認為這種訊息所傳遞的其實是不重要

(unimportant) 的屬性，與真正的產品績效無關 (irrelevant) 、缺乏診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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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tic)。換句話說，瑣碎屬性和目標品牌實際績效的構成並沒有必要的關

係，主要是藉著在廣告訊息中揭露部分模糊而正面的資訊，促使消費者誤以為該

屬性能提供改變產品績效的重要價值。 

例如寶僑家品旗下的Floger’s即溶咖啡在廣告中主打該品牌開發出片狀咖啡

結晶體的專利，可以改善飲用時的口感，可是事實上，咖啡微粒的外觀形狀只與

研磨咖啡的味道有關，並不會影響即溶咖啡的氣味(Carpenter et al., 1994)。飛柔

推出矽靈洗髮乳時，所強調的也是其配方中含有矽靈成分，可以滋養髮絲讓頭髮

滑順，但是有沒有添加矽靈的功效其實差異不大，並不能帶給頭髮任何影響(丁

瑞華，2004)。像是高價棕櫚油標榜不含膽固醇也是同樣的道理，在廣告訊息中

只揭露部分的資訊誤導消費者以為棕櫚油的成分對人體有益，其實棕櫚油雖然不

含膽固醇，但帶有高脂肪酸，對健康也沒有幫助。 

必須特別說明的是，雖然瑣碎屬性對產品實際績效表現並未創造有意義的利

益，但是站在消費者的立場而言，除非在資訊中揭露出瑣碎屬性與產品績效沒有

必要的關係，否則消費者很難單憑一己之力辨別出瑣碎屬性的真實價值，因此，

在未揭露瑣碎屬性無關性質的情況下，該屬性仍有很可能因為其獨特、創新、不

熟悉等特性，因而被消費者視為全新的新奇屬性，兩者的定義與差異見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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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新奇屬性與瑣碎屬性的分類 

 定  義 例  子 

新奇屬性 產品功能上的創新，由於競爭對

手過去未曾發展類似的屬性因此

可以幫助消費者區隔出差異。 

在筆記型電腦中導入無線網

路功能，使得產品無須連接

modem，可隨時隨地連接上

網。 

瑣碎屬性 表面上看似有價值，實際上與產

品績效表現無關，無法提供任何

利益。 

洗髮乳成分中添加維他命

原，對改善髮質並沒有正面

效益。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至於瑣碎屬性實際利益的揭露是否會影響消費者的品牌態度和評價，過往文

獻的結論也呈現分歧的看法。主張揭露瑣碎屬性之績效仍能夠提升消費者品牌評

價的學者認為消費者比較喜歡產品可以帶來渴望的利益，而不是產品不能提供利

益，廣告訊息所傳達的訴求是目標品牌導入瑣碎屬性可以帶來正面的價值，與消

費者的期望是一致的，因此接受廣告訊息的機率要比拒絕來得容易的多。廣告訊

息分為語意元素(semantic component)與實用元素(pragmatic component)兩個部

分，語意元素是訊息內容的涵意，實用元素則提供訊息溝通的理由，當消費者發

現廣告宣稱中的瑣碎屬性在語意上並不具備特殊意義時，他們會改嘗試從實用層

面去思考該屬性的作用與廣告的目的，由於消費者對目標品牌存有有利的聯想，

認為廣告主花費大量金錢從事廣告行銷必有其正面的意義，因此即使在瑣碎屬性

的真實利益揭露之後，還是會傾向拒斥負面的不利資訊，固執地相信瑣碎屬性的

確能提供附加價值，換句話說，儘管消費者已經知道瑣碎屬性與產品績效不相

關、沒有提供任何價值，仍會給予目標品牌較未導入瑣碎屬性的產品更高的價值

(Carpenter et al., 1994; Meyvis and Janiszewski,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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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負面影響的學者則強調瑣碎屬性實際績效的揭露將會貶損消費者對目

標品牌的評價。Simonson, Carmon, and O’Curry (1994)認為消費者會整合資訊以

形成產品評價，瑣碎屬性的新奇性、獨特性、顯著性會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因而

稀釋了其他構面的權重，因此，一旦揭露瑣碎屬性的真實價值，使消費者發現原

來瑣碎屬性提供的是不需要、不相關且不具有診斷性的功能時，他們會推論自己

付出的購買金額中有一大部分是花費在不必要的產品特性上，產生目標品牌並未

提供適當價值的負面知覺，故而降低了產品評價，此外，消費者不喜歡被操弄的

感覺，當他們覺察到廣告訊息中強調的瑣碎屬性只是企業使用的行銷花招時，也

會傾向心生抗拒，對目標品牌採取避免選擇的手段作為懲罰。Broniarczyk and 

Gershoff (2003)也主張揭露瑣碎屬性的真實利益會讓消費者產生自己遭到欺騙的

不公平待遇，並認為廠商為了追求獲利而罔顧消費者權益，以致於對目標品牌形

成負面的品牌評價。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瑣碎屬性對於產品評價的影響究係正面或負面取決

於消費者如何根據已揭露的資訊推論目標品牌有多少價值而定。站在理性的角度

上來說，揭露瑣碎屬性與實際績效無關的資訊應該會促使消費者清楚認知目標品

牌並沒有提供可資與競爭對手差異化的額外價值，並且因為發覺到廣告訊息中所

宣稱的績效利益其實只是行銷花招而心生抗拒，導致品牌評價的貶損，可是實證

研究卻發現即使在已經獲悉瑣碎屬性和產品績效表現無關的情況下，消費者仍有

可能賦予目標品牌較為正面的評價，由此可見，提供瑣碎屬性所產生的效果還要

視其他廣告線索而定。學者普遍認為，在比較式廣告訊息中，消費者除了會考慮

目標品牌與背景品牌的屬性優劣，另一個足以影響判斷的比較重點即為兩品牌的

市場地位一致性，特別是過往的文獻發現人們對於認知模糊、不熟悉的刺激在判

斷上相對較為依賴背景資訊作為詮釋的框架(e.g., Herr, 1989; Levin and Levin, 

2000; Stapel and Winkielman, 1998)，與新奇屬性∕瑣碎屬性創新、獨特、未知等

特徵在本質上有著相當程度的若合符節，因此，本研究推測在廣告訊息中改變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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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品牌與背景品牌之間市場地位的一致性與否，亦即同階或跨階比較將會干擾消

費者如何知覺導入新奇屬性或瑣碎屬性所帶來的附加價值和績效不確定性，影響

目標品牌評價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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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品牌市場地位一致性與屬性特徵 

品牌市場地位的一致性指的是目標品牌和背景品牌之間彼此的相對市場位

置是否接近(Priester et al., 2004)，根據過往對背景效果的發現，在比較式廣告中

以並列比較方式呈現的目標品牌和背景品牌可以促使消費者自然產生一種兩品

牌應該是可以相互比較才會被放置在一起的知覺，因而以廣告訊息中所揭露的背

景品牌資訊作為參考範例來建構他們對目標品牌績效表現的期望(Pechmann and 

Rateneshwar, 1991; Punj and Moon, 2002)，因此本研究推測在比較式廣告中，背

景品牌的選擇—即被比較的背景品牌和目標品牌之間的品牌層級位在同一個階

層或是不同階層—將會框架消費者感知到目標品牌的相對價值和績效不確定性

的程度，影響他們給予目標品牌什麼樣的評價。 

目標品牌與背景品牌的市場地位不一致代表在廣告訊息中進行的是跨階層

的比較，目標品牌不是比背景品牌低劣的中、低階品牌就是比背景品牌優異的高

階品牌。目標品牌與背景品牌市場地位不一致的跨階比較是目前比較式廣告中最

常出現的比較方式，學者認為當目標品牌與背景品牌分屬不同階層時，在廣告中

強調目標品牌的屬性較背景品牌優越將可以表現出最高的相對利益，拉開與競爭

對手之間的差距 (Boyd, Ray, and Strong, 1972)，因此，在實務執行上過去大部分

的比較式廣告皆採取這種形式來和競爭對手進行對比，不過，若目標品牌為高階

的產品，在廣告訊息中逕自與中階或低階的背景品牌比較卻未必能收到好的效

果，因為消費者多已對高階品牌發展出既定的印象與期望，在廣告訊息中揭露目

標品牌的優越性、重要性等價值，只能鞏固消費者原本即認為高階品牌品質較

佳、績效表現較好的預存信念，並無助於吸引他們投注更多額外的注意力從事深

化處理，為目標品牌帶來加分作用(Chakravati and Xie, 2006)，而且，反而有可能

因為高階品牌的知名度、熟悉度、高績效等正面的特徵，連帶拉抬了消費者調整

對中、低階背景品牌原本印象較為不突出的期望，因此，不論學界或業界，皆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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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勵高階目標品牌和中階或低階背景品牌並列的比較式廣告，在實務操作上應用

的案例也極少，故本研究也將此種情形排除在外，在後續的研究裡只探討目標品

牌市場地位低於背景品牌的跨階比較。另外，除了市場地位較低的中階目標品牌

與市場地位較高的高階背景品牌跨階比較之外，本研究亦將討論目標品牌與背景

品牌市場地位與約略相等的同階比較。儘管過往文獻並不贊同品牌階層相近的比

較式廣告，認為將目標品牌與相同階層的背景品牌作對比無法大幅提昇消費者對

目標品牌所知覺到的價值，但在實務層面上卻有越來越多廣告選擇採用同階對手

作為比較對象，逐漸形成一股新的趨勢(Priester et al., 2004)，這種實務現象上的

轉變是否意味著品牌市場地位與屬性性質之間可能產生某種程度的交互作用改

變消費者的品牌態度便成為值得探討的問題。再進一步分析，過往文獻並未針對

同階層比較的情境再予以詳細的辨別和區隔，多半採用兩個在熟悉度、市場佔有

率、知覺品質等水準上都不錯的品牌作為對象，但從廣告執行實務中可以發現，

同階比較廣告又可再細分為品牌市場地位一致高及品牌市場地位一致低這兩種

情形，例如圖 2-3 的同階比較廣告中目標品牌自由時報為全國性的大報，所選擇

的比較對象為發行量、影響力與其相差不遠的其他三大報—中國時報、聯合豹和

蘋果日報，圖 2-4 的比較式廣告主打的目標品牌為一中低價位的威士忌品牌威

雀，在文案裡以全省酒專老闆口感喜好度為比較的面向，比較的背景品牌亦為口

碑相近的約翰走路黑牌及馬諦氏 Old，便是屬於中階市場地位的比較式廣告。本

研究認為在高階市場地位一致和中階市場地位一致這兩種不同的情境下，由於目

標品牌∕背景品牌所處的品牌階層高低有別，消費者知覺到的附加價值和績效不

確定性程度可能也會有所不同，將會造成消費者相異的反應，因此本研究將針對

兩種不同的情境分別進行討論，比較兩種情境是否會導致不同的廣告效果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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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高階品牌市場地位一致的比較式廣告 

資料來源：自由時報 2007.1.14  

 

圖 2-4  中階品牌市場地位一致的比較式廣告 

資料來源：《廣告 Adm》(2005)(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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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牌市場地位不一致的跨階比較 

市場地位高的高階品牌與個人相關程度(personal relevance)較高，相關刺激

的認知門檻(perceptual threshold)較低、知覺顯著性高，所以容易吸引消費者投注

更多的注意力與興趣，產生動機去深化處理廣告訊息(Pechmann and Stewart, 

1990)。對於大部分的消費者而言，對作為背景品牌的高階品牌不是曾經具有使

用經驗，就是已經透過廣告行銷活動或親友同儕、意見領袖等消息來源在記憶中

建立起良好的既存信念，因此容易形成高品質、高價值的期望，在比較式廣告的

脈絡裡這樣的線索可以提供他們對目標品牌的績效與價值形成決策判斷的依

據。目標品牌為中階品牌，消費者對其熟悉、理解程度相對較接近平均水準，藉

由並列比較讓目標品牌和高市場地位的背景品牌連結在一起，可以促進消費者自

然地產生兩者在層級上應該相近的聯想，從而提升他們對目標品牌潛在績效利益

的期望(Bickart, Simmons, and Vyas, 2003)。 

如前文所述，在目標品牌中導入新奇屬性將會在消費者的偏好判斷上佔有較

高權重的影響力，消費者對於新奇屬性的組成成分與所宣稱的功能績效感覺模糊

不熟悉，必須進行更周密的分析才能確定新加入的屬性特徵是否符合原先的產品

期望。Chakravati and Xie (2006)指出，當面臨不確定性時，消費者對於進行比較

的各選項資訊會變得更為敏感，產品相對績效的資訊對於消費者決策偏好的影響

將更為重要，本研究認為，在品牌市場地位不一致的跨階比較情況裡，雖然消費

者對於中階目標品牌所導入的新奇屬性可能會因為比較缺乏信心與認知基模，導

致績效不確定性往上提高的可能性，但是背景品牌的高市場地位以及廣告訊息中

傳遞出目標品牌在典型屬性上績效表現更為優異的資訊卻會被用來作為思考判

斷的框架，使消費者產生既然目標品牌在基本的功能績效上已經比高階背景品牌

更突出，新導入的新奇屬性應該也同樣可以為產品績效帶來利益的正面期望，因

此，本研究推測當品牌市場地位不一致時，跨階比較可以讓消費者知覺到導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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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屬性所產生的附加價值應會大於知覺到的負面績效不確定性，使得他們對目標

品牌的整體評價相對於僅有典型屬性時有所提升。 

期望乃消費者判斷目標品牌績效的參考框架，在品牌市場不一致的情境底

下，新導入的屬性特徵應該可以引發消費者正向的期望，形成附加價值提高的產

品評價，然而，若暴露於比較式廣告訊息的消費者在選擇決策發生之前，即覺察

到該屬性的本質為與績效利益並不相關的瑣碎屬性，這樣的揭露將會使消費者發

現屬性績效其實不符合原本正面的期望，因而產生期望未驗證(expectancy 

disconfirmation)的結果。Anderson (1973)、Klein (1999)主張當消費者感覺到期望

未驗證時，可能會產生兩種不同的反應：(1)即使產品績效不佳，但負面的缺失

可能被消費者詮釋為比較不具有決定性，因此原本正面的期望仍舊對產品判斷產

生影響，形成較高的品牌評價；(2)在產品績效表現不佳的情況下，與原本期望

不一致的負面缺失會被放大，將使得消費者調降目標品牌的評價。本研究認為在

跨階比較的情況下，瑣碎屬性的揭露應該可能較傾向後者，因為消費者對中階目

標品牌的既存信念、知覺價值較接近一般平均水準，而比較式廣告乃企圖藉由高

市場地位的背景品牌以及優越的比較屬性來框架消費者產生目標品牌績效表現

良好的期望，因此，一旦揭露廣告訊息所強調的屬性特徵其實是與實際績效利益

無關的瑣碎屬性時，這種未提供真實利益的缺陷可能被放大，導致消費者原本對

目標品牌建立的良好期望被抑制，目標品牌的整體評價因而無法獲得顯著的提

升。 

（二）高階品牌市場地位一致 

高階品牌市場地位一致代表目標品牌與背景品牌兩個品牌在品牌定位上都

屬於高級品牌，消費者對其多半已經藉由先前的使用經驗、行銷活動或口碑發展

出清楚而正面的既存印象與產品期望。由於消費者對於目標品牌所具備的價值利

益大致瞭解，績效不確定程度也相對偏低，因此過往文獻大多主張在品牌市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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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相近的情況下採用比較式廣告策略的效果並不顯著。Punj and Moon (2002)便認

為市場地位一致性高的比較能促進消費者改善品牌定位的能力相當有限，還可能

引來消費者對競爭品牌的注意、形成不必要的誤認等反效果，Auken and Adams 

(1999)也指出廣告主運用同階層市場地位的比較式廣告原來的目的是希望能達

到凸顯目標品牌與背景品牌之間的差異，但結果卻反而可能徒勞無功甚至加強消

費者將兩品牌聯想在一起的效果。 

所以，若想要在高階市場地位一致的比較中獲得壓倒競爭對手的力量，就必

須找到可以確實凸顯出目標品牌和背景品牌之間存在著差異，且這個差異足以引

發消費者投注注意力去重新思考、建構目標品牌績效期望的方式。本研究認為在

目標品牌中導入新奇屬性應該可以達到這樣的目的，因為消費者在記憶中對目標

品牌和背景品牌的績效表現都已經發展出高品質、高價值的正面期望，對於導入

新奇屬性後目標品牌的表現較為有信心，績效不確定程度相對而言相當低，而且

高階產品也容易說服消費者相信新加入的新奇屬性對產品運作應該具有關鍵重

要性、區隔性的影響力，因此，導入新奇屬性所伴隨的創新性、獨特性、顯著性

等特徵可以順利轉化成超乎消費者原本預期績效的正面未驗證，引發消費者感覺

到目標品牌的附加價值明顯提升，並使得他們對目標品牌的整體評價相對於僅有

典型屬性時有所提升。 

那麼，在高階品牌市場地位一致的情況底下，揭露新加入的屬性為瑣碎屬性

是否仍會改變消費者對目標品牌的整體評價呢？由於 Carpenter et al. (1994)與

Meyvis and Janiszewski (2002)指出消費者比較容易去接受產品屬性可以帶來渴

望利益，而不是不能提供利益的期望，所以當廣告宣稱中的瑣碎屬性被揭露對產

品實際績效並不具備特殊意義時，他們會改嘗試從其他層面的線索去思考該屬性

的作用，本研究認為此時的高品牌市場地位將扮演著實用層面的線索，有助於提

升消費者對產品的評價。換言之，本研究認為目標品牌與背景品牌的高市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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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提供消費者詮釋瑣碎屬性的線索，雖然導入目標品牌裡的新屬性是與產品績

效無關的瑣碎屬性，但由於目標品牌和背景品牌在消費者記憶中都已形成正面的

既存期望，消費者會產生高度的品牌信任，並不認為瑣碎屬性會對產品績效帶來

什麼負面的影響，這種非損失(nonloss)的特質還是很可能導致消費者將瑣碎屬性

與原本的正面期望同化，因此，當消費者知道了瑣碎屬性與產品績效不相關、沒

有提供任何價值時，並不會貶損目標品牌的知覺價值，消費者仍會給予目標品牌

較只具有典型屬性的產品更高的整體評價。 

（三）中階品牌市場地位一致 

在比較式廣告中，經由背景品牌所形塑出來的期望扮演消費者判斷目標品牌

績效的參考框架，可以影響消費者知覺到屬性特徵的附加價值或是績效不確定性

的程度。當目標品牌與背景品牌兩者為中階品牌市場地位一致時，代表著兩品牌

在消費者心中同樣屬於中階層的品牌，在產品品質、市場佔有率或品牌價值等特

性上表現大同小異，消費者對雖然對品牌並沒有特別突出的偏好感，但其也多半

已經發展出一定程度的固定印象與產品期望。整體而言，消費者對產品品質、屬

性功能等元素的表現認同度雖然比高階品牌來得低，但基本上趨近於一般平均的

水準，不至於形成過於極端的厭惡感，同理，對於廣告陳述中宣稱目標品牌在特

定面向上所能帶來的利益也並未形成特別突出或正面的期望。 

基於上述理由，過往文獻因此大多主張在這種目標品牌與背景品牌市場地位

相近的情況下採用比較式廣告的效果並不顯著。Punj and Moon (2002)便認為市場

地位一致性高的同階比較能促進消費者改善品牌定位的能力相當有限，還可能引

來消費者對競爭品牌的注意、形成不必要的誤認等反效果，Auken and Adams 

(1999)也主張廣告主運用同階層市場地位的比較式廣告原來的目的是希望能達

到凸顯目標品牌與背景品牌之間的差異，但結果卻反而可能徒勞無功甚至加強消

費者將兩品牌聯想在一起的效果。簡言之，學術文獻的論點主張若作為參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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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背景範例同樣也是市場地位一般的中階品牌，等於引導消費者自動將兩個中階

市場地位的品牌連結起來，歸類為同一類，無形中驗證了原先在心中建構起來目

標品牌績效表現並不突出的期望，因而無法達到提升目標品牌的效果。 

因此，本研究認為在同階比較的情境底下，當廣告訊息中宣稱目標品牌導入

競爭品牌所沒有的新奇屬性時，由於對比的背景品牌與目標品牌同為中階品牌，

消費者感覺到產品附加價值提高的可能性相對較不明顯，相反的，受限於目標品

牌與背景品牌同為中階市場地位一致所造成的預存期望影響，消費者對於新奇屬

性可能產生比較高的績效不確定性，不相信屬性績效可以達到廣告訊息所宣稱的

水準，擔心貿然選擇後是否可能導致無法預期的副作用，甚至可能懷疑該屬性的

強調只是目標品牌為了爭取消費者注意所使用的行銷伎倆。Campbell and 

Goodstein (2001)的研究發現若消費者認為在產品中添加新奇屬性會造成績效不

確定性提高時，品牌評價上會偏好較為正常、沒有增添新奇屬性的一般產品，因

此，本研究推測當品牌市場地位為同階比較時，消費者知覺到導入新奇屬性所產

生的負面績效不確定性有可能會大於或等於知覺到的附加價值，所以他們對目標

品牌的整體評價相對於僅有典型屬性時並不會有顯著的提升。 

若在選擇決策發生之前，即揭露新導入的屬性為瑣碎屬性，與產品實際績效

利益的表現並不相關，則有可能進一步惡化消費者對目標品牌的偏好判斷。因為

消費者原本對目標品牌的期望就接近平均水準，預期產品績效表現應該無法特別

令人驚豔，揭露瑣碎屬性的本質等於幫助他們再度確認自己原先的期望沒有修正

的必要，目標品牌的中階市場地位的確公允地反映出績效表現普通的事實。除此

之外，揭露瑣碎屬性還可能引發消費者對原本就不信任的廠商產生一種他們只是

想藉由操弄廣告訊息譁眾取寵，乘機賺取不當利潤，消費者有極高的可能會遭到

欺騙而蒙受損失。因此，本研究認為在目標品牌與背景品牌同為中階市場地位一

致的情境下，一旦消費者知悉瑣碎屬性與產品績效不相關、沒有提供任何價值，



 29

將會加速貶低目標品牌的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