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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基礎與相關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是作消費文化的文獻回顧，及其對本研究中的啟示。總共分為「新

消費型態與消費者權益」、「消費者決策型態」、「消費與欲望」、「消費與廣告行

銷」、「消費與自我認同」等五節，以下分別詳述。 

 

第一節 新消費型態與消費者權益 

一、新消費型態：Consumer is king 

分析美國的消費者文化在二十世紀的發展與改變，可發現美國消費者社會的

樣貌在過去一個世紀已經歷無數的改變，尤其是在過去 25 年間最戲劇化。美國

人已經被訓練透過術語和生活形態象徵的消費來表達他們的自由與冒險精神，而

那些消費能反映出他們個人的特質與人格（Underhill, 2000）。Underhill 並認為因

為現在美國人有很多選擇，所以企業相當重視消費者的評語，一個小小的意見都

可能決定企業的興衰。 

針對這種新的消費型態與消費趨勢，企業或公司所採取的對應策略便是「顧

客化」策略（mass customisation）。所謂顧客化策略就是消費者永遠是第一考量要

點，企業或公司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將不在僅是統一、標準化下的產物，而是

為了滿足每一個獨立、獨特的消費者需求而設計的（劉菊梅，民88）。按照Garman

（1991）的看法，「一個為著基本消費或為個人、家庭或家戶的使用而取得商品

與服務的人」可說是「消費者」完整的定義，且因為沒有人能夠脫離社會而獨自

生活，因此每個人都是消費者。在消費與生活息息相關、商品大量生產、消費者

選擇眾多的現代，消費者藉由購買與發聲，掌握了「抵制」與「拒買」的利器，

企業界於是奉「顧客至上」四個字為圭臬。例如美國的玩具反斗城因為耶誕節網

路下單的商品，延遲至節後交貨而被告；法式複合賣場Fnac，標榜8天內無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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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貨（林小語，民89年4月17日），皆反映出歐美尊重消費者權益的例子。 

 

二、消費者權利 

這樣重視消費者權益的想法是過去數十年來的累積，在一九六二年，美國前

總統甘迺迪便在美國國會首次提出消費者享有「安全（the right to safety）」、「知

道資訊（the right to information）」、「選擇（the right to choice）」及「表達意見（the 

right to voice）」等四項權利（Garman, 1991）；次年，國際消費者組織聯盟再加上

「基本服務（the right to service）」、「請求賠償（the right to redress or remedy）」、「消

費者教育（the right to consumer education）」以及「健康環境（the right to environmental 

health）」等四項權利，此八項稱為消費者的八大權利。其中「選擇」及「表達意

見」的權利，即是消費者最能直接影響企業經營的兩項權利。 

除了這八大權利之外，Garman（1991）提到消費者也應該擁有八項心靈權利

（moral right），包括： 

（一）在市場機制中被平等對待（Being treated equitably in the marketplace） 

（二）即使沒有購買也能受到店員禮貌的對待（Being treated courteously by 

salespersons when shopping even though a purchase may not be made） 

（三）有機會在店內比較價格和商品且不被干擾（Being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compare prices and products inside stores without interference） 

（四）能買到合乎最低限度品質標準的商品和服務（Being able to buy goods 

and services with socially acceptable minimum standards of quality） 

（五）購買的產品對消費者和環境沒有傷害（Being sold products that are safe , 

both to the consumer and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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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每次交易商家均能誠實以待（Being assured of honesty from merchants in 

every transaction） 

（七）能保有一定程度的個人隱私（Being assured of a certain degree of 

privacy） 

（八）能不受自身經濟、政治、宗教、種族、民族、性別或年齡影響而享受

公平的對待（Being given fair treatment by sellers regardless of economic , 

political religious , racial , ethnicity , gender , or youthful appearance） 

雖然這些心靈權利市場沒有主動提供，但卻是消費者期待擁有的。例如顧客

經常因為店員眼神或口氣不禮貌而受氣，消基會秘書長程仁宏對於這樣不愉快的

購物經驗無奈的指出，消費者保護法只有在產品或服務對消費者生命、財產產生

傷害時消費者才能索賠（精神或物質的都可以），但遭漠視、冷漠，甚至被指點、

訕笑，雖然都是確實發生的行為，卻是主觀認定，民眾無法根據指證要求店家付

出精神上的賠償。為了抵制態度惡劣的店家，消基會將在每個月中旬公佈十大勢

力眼商店，為消費者出口氣（聯合晚報，民93年5月15日第3版），這便是消

費者心靈權利中「店員的禮貌周到」及「能不受自身經濟、政治、宗教、種族、

民族、或年齡影響而享受公平的對待」，由於無實質法律上的規定，消費者必須

有自覺及採取抵制的行動，以維護自己的權利。 

 

三、臺灣消費者權益的發展 

即使像美國這樣重視消費者權益的國家，至今仍不斷的透過消費者報導雜

誌、網頁、出版品及服務，在消費者需要的時間與地點，提供正確而基本的資訊

（Guest, 2002）。就整個臺灣來說，自一九八一年以來，臺灣社會經濟迅速發展，

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化，國民所得的增加，儲蓄率的降低，以及一九九八年開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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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週休二日制度，使得整個消費社會型態有了重大的改變。人民的消費重點已

不再是為滿足生存的基本所需，而是更強調商品本身與消費過程的品質與享受

（劉菊梅，民88）。相對的在消費生活中，在大量生產製造、大量交易流通及大

量消費所衍生的消費糾紛急趨繁雜。有識之士於民國六十九年創立了中華民國消

費者文教基金會（簡稱消基會），此會為一民間的消費者保護團體，當時國內可

說尚無消費者權益意識，業界罕見以消費者為主體的理念，政府公權力不彰，消

費者淪為市場弱勢的一方，消基會的創立推動了消費者保護的社會運動（劉維

寧，民88）。 

蕭新煌（民74）認為一個健全的保護消費者運動，具有多角度的社會功能，

還可以帶動許多非常有意義的社會運動，因為： 

第一、在臺灣推行消費者運動，可以逐漸改變國人的性格，使其更重視自己

的權利，而有更積極進取的態度。 

第二、一個成熟的消費者運動，可以調整政府與民間的關係，有助於民眾以

理性的態度來參與政治。 

第三、一個力行的消費者運動，使人與人，人與經濟制度之間，重新建立起

信心來。 

第四、一個平衡的消費者運動，可以推動許多相關的社會改革，提升社會改

良的水準。 

在消基會的推動及世界消費者保護潮流所趨之下，我國於民國八十一年二月

四日正式實施「公平交易法」、於民國八十三年一月十一日正式通過公布「消費

者保護法」，並同時施行。並且因應全球化、自由化、資訊化與科技化之新情勢，

強化消費爭議處理成效，而將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移列母法，由行政

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研擬相關增修條文，並經立法院於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第五屆第二會期第十五次會議三讀通過，總統於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公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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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法」之中，除了規範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間的交易關係，建立消費

者意向反映（申訴與諮詢）的管道，並明文規定消費者、企業經營者及政府應致

力充實消費資訊的提供與教育，以使消費者得以採取理性的消費行為。 

除此之外，所有類型的交易型態也有專責的法律管理，如有關消費者與商

品、服務間的法律有民法的侵權行為、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等規定，另有商品

標示法、商品檢驗法、食品衛生管理法、藥事法等特別法及相關之國家標準、各

種規範。 

 

四、消費者責任 

即使有以上這些法案的規範，消費者問題依舊存在於行銷市場裡。Mayer

（1991）認為「凡是在選擇、使用或處理商品與服務的過程中，所造成不滿意的

情況，都可稱為消費者問題」（引自Garman, 1991）。為了保護消費者的權益，不

但需要諮詢與申訴管道的設立，消費者本身更需要主動吸收充分的消費資訊，接

受消費者教育，以避免自己誤蹈消費陷阱。曾任消基會董事長的姜志俊律師（民

89）認為消費者教育是權利，也是義務，為維護消費者的安全與權益，使消費者

採取正確合理的消費行為，消費者與政府、企業經營者均應共同效力充實消費資

訊。亦即消費者固然有被告知的權利，同時也應有求知的義務，唯有在此種認知

下，消費者的權益方能獲得保障，消費者教育的理念才能貫徹落實。Garman（1991）

也談到相對於消費者教育的權利，消費者的責任有： 

（一）知道如何有效使用金錢（get their money’s worth）。 

（二） 學習如何維護（assert）消費者權利。 

（三） 瞭解消費者在經濟市場中的角色。 

（四） 學習如何維護消費者利益（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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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成為有教養水準（educated）的消費者。 

現今已有相當多的企業經營者逐漸建立了永續經營及以消費者為主體的理

念，而大眾傳播媒體的蓬勃發展，在台灣這個高度開放的經濟體系下，業界競爭

激烈，商品來源多樣，在市場機制的變革下，消費者已加倍懂得去爭取自身的權

益（劉維寧，民88）。令人眼花撩亂的廣告加上銷售購買型態的多元化，如分期

付款、信用卡、電視購物或郵購等，消費者不但需要諮詢與申訴的管道，同時也

需接受消費者教育；尤其幾年來，在消基會受理的申訴案件中，以不乏中、小學

或大專學生，可見自主年齡層降低，消費者保護觀念之推廣宜自幼扎根。 

消費者教育是社會教育的一環，如何規劃自己的理財理念、吸收消費資訊是

全民學習的課題。而消費者教育觀念的意識，在一般消費大眾的心中尤其薄弱的

是「綠色消費」的概念。所謂「綠色消費」，主要的是指：在為了維持人的生存

必須從事消費的時候，要盡量購買對環境破壞少、污染程度低的產品；並且要盡

可能的減少不必要的消費（柴松林，民90），而綠色消費有三R三E的六大消費

準則，即Reduce（減量）、Reuse（重複使用）、Recycle（循環再生）、Economic（經

濟）、Ecological（生態主義）、Equitable（平等主義）。 

由於過去人類盲目追求經濟發展，以對地球環境產生無比的壓力，對環境保

護的覺醒永遠趕不上它惡化的程度，綠色消費是每一個人的責任（劉維寧，民

88）。柴松林（民84）更直言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已經不是買得起買不起的問題，

而是有限資源禁得起禁不起消耗，脆弱環境禁得住禁不住破壞的問題。美國印地

安人對環境的體認很深，他們認為地球是一個有情的生命，所以他們的所作所為

都必須考慮對後七代有什麼影響。在這樣的考量之下，為了維護人類賴以存活的

地球生態，以生態與環境的保護作為更重要考量的「綠色消費」，是對不斷鼓勵

人們欲望的提升、刺激消費以求擴大市場來維持經濟繁榮資本主義提出的反思行

動，在各先進國家有愈來愈多的消費者體會到地球資源的有限，環境的脆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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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生存空間的重要而迫切，紛紛採取各種行動以響應「綠色消費」。例如像示

威、遊行以及最有用的「拒買」等抗爭性的運動，另一種是消費者的自決性運動，

不在像以往那樣只是被動性的消費，而是主動的主導生產的方向。 

 

五、成人教育工作者的責任 

回顧過去數十年來臺灣消費者教育的發展，尚停留在萌芽階段，明顯缺乏全

面性、系統性的規劃與實施。成人教育強調終身學習，成人教育工作者來說，必

須以終身學習為中心，系統化的推行消費者教育。因為在現在的經濟社會中，一

個人從出生到死亡都脫離不了消費，因此對民眾施以連貫的消費者教育，其實也

就是給予其終身學習的機會。而作為「終身學習——消費者教育」指導者的學校

教師、消費者保護諮商員等人，應該讓消費者在學習的過程中，都有成為指導者

的機會，尤其在彼此相互扶持的學習過程中，逐漸孕育出作為指導者應有的能

力，這才是所謂的終身學習（今井光映、中原秀樹編，民 83；鍾志從，上課講

義，民93年3月11日）。 

另外也可參考劉菊梅（民 88）就消費者保護未來發展的方向，提出的三點

建議，分別是：（一）參考國外相關經驗，配合國內實質社會文化環境，政府應

扮演輔導、指揮、協助的角色；（二）業界應主動參與並自律；（三）消費者應反

客為主，為自己的權益而努力。 

所謂「教育即生活」，生活難脫現實，消費者教育是終生學習、永續經營的

事業，是有賴政府、業者、媒體、消費者共同推動的全方位工作，基於人人都是

消費者，本乎「人性尊嚴」的生存權，人人都有追求健康安全生活的權利，及享

有免於匱乏、免於恐懼的自由（姜志俊，民89）。人人都是消費者，政府、企業

經營者及消費者應共同努力，從速建立健康與安全的消費環境，以促進生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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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提升生活品質，將消費者教育正式納入成人教育當中，真正落實保護消費者

的美意。 

 

六、小結 

在本節中，研究者從現代新消費型態對消費者意見的重視開始談起，討論消

費者的八大權利及心靈權利，再說明臺灣消費者權益的發展與立法，最後提出消

費者與成人教育工作者在一片高喊消費者權益的聲浪中，所應盡到的責任。因

此，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欲先以問卷測量不同世代成人對於消費者權益及消費者

保護法的認識，以期能夠根據測量結果，對成人教育者提出實施消費者教育的建

議。 

 

 

 

第二節 消費者決策型態 

在探討消費者行為的文獻中，對於消費者面對眾多選擇時如何作決策的研

究，佔了很高的比例。Sproles & Kendall（1986）認為其中又可分成三種方式來描

繪消費者型態，分別是心理描繪／生活形態法（psychographic / lifestyle approach）、

消費者類型法（consumer typology approach）及消費者特性法（consumer 

characteristics approach）。而消費者特性法影響本研究的研究問卷編制，故以下以

討論該方法為主。 

 

一、心理描繪／生活形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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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分析法使用超過一百種消費者行為的特徵來辨別消費者在選擇時的考

慮因素（Sproles & Kendall , 1986）；生活形態則是指消費者日常生活、花錢和運

用時間的模式，認為每個人會因著性別、年齡、職業等人口變項，以及社會文化、

個人性格等因素，而產生不同的生活形態，而從消費者的生活形態可測量其消費

行為，生活形態也使消費者發展出個人特殊的消費方式。因此，行銷人員經常利

用生活形態來區隔消費者的不同，並且針對其目標市場提供更新的觀點，甚至更

好的產品定位，進一步發展行銷策略和廣告策略來提供產品的發展機會（楊美

怡，民91）。 

 

二、消費者類型法 

消費者類型法企圖定義一般消費者的類型（Sproles & Kendall , 1986）。最早

是 Stone（1954）的研究指出城鎮內的消費者在態度上有差異，並依據消費者對

商店的態度分為四種類型（引自Murphy等，1974）： 

（一） 經濟型消費者（The economic consumer）：對價格、品質、與商品的種

類有很強烈的態度。喜歡到大賣場或大型連鎖店消費，那裡有各式各

樣的商品而且與店員的互動少。個人型消費者（The personalizing 

consumer）：與店員有個人的情誼，價格、品質、選擇的種類與販賣

的方法並不是很重要。道德型消費者（The ethical consumer）：對小商

店持喜愛的態度，且對連鎖店有負面的感覺。覺得應該要去幫助弱勢

的人。冷漠型消費者（The apathetic consumer）：視消費為不愉快的任

務。只為了買東西而買，喜歡去在地的便利商店購買東西。這種分類

方法是傳統消費者決策型態的研究重點，直接以消費者表現出來的行為將消費者

歸類，較少有消費者心理上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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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費者特性法 

第三種方法，也是本研究從中發展出影響消費者購物因素的消費者特性法，

認為大部分消費者在選擇產品或勞務上，會受到一個或多個特別決策型態的影

響，在本質上，可以顯現消費者的人格或類似心理特徵的觀念（陳雅玟，民92）。

建立完整消費者決策型態，且受到各國學者引用進行相關研究的，當屬 Sproles

與 Kendall（1986）所發展一種測量消費者決策型態的方法（Consumer Style 

Inventory，簡稱CSI量表）。 

Sproles 與 Kendall（1986）認為雖然有許多因素影響消費者作決定，但消費

者會以某些基本的決策型態來進行消費的決策。因此，消費者決策型態被定義為

「描繪消費者作選擇時態度的一個心理取向（a mental orientation characterizing a 

consumer’s approach to making choices）」。有關Sproles分別於1985及1986年，以

問卷調查的方式，用因素分析得到的八種消費者型態，詳述於下（Sproles & 

Kendall , 1986）。 

（一） 完美主義／高品質意識型消費者（perfectionistic or high-quality 

conscious consumer）：總是尋求最佳品質的商品是此類消費者的特

性，也由於對商品的高度期待，消費者對購物的態度時常很謹慎、系

統化或是作一些比較，他們不會滿足於只是「夠好（good enough）」

的商品。 

（二） 品牌意識型消費者（brand-conscious consumer）：認為「價格與品質相

等（price equals quality）」是此類消費者的特性，他們傾向購買價格較

昂貴或知名的國際品牌的商品。在此項中積分愈高者，愈有可能相信

高價位代表高品質。他們熱中於百貨公司或名店，因為那裡的品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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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與高價位的商品較為普遍。同時，他們也比較喜歡暢銷的、有廣告

的品牌。 

（三） 新奇與流行意識型消費者（novelty- fashion conscious consumer）：在此

項中積分愈高者的特性是有著明顯的流行意識與新奇意識，他們很可

能從追求新事物來獲得興奮與快樂。他們擁有最新型的商品，跟上流

行對他們來說是相當重要的事，追求變化（variety-seeking）也是這個

特性中一個重要的部分。 

（四） 休閒快樂型消費者（recreational , hedonistic consumer）：此項中積分愈

高者發現逛街是很快樂的，他們逛街也只是因為逛街很好玩。在之前

（1985）的研究中，這一項本來命名為「避免逛街（shopping avoider）」，

或是「省時（time-saver）」者，也多是負面的題項，然而，在本次（1986）

的研究中則顯示逛街是為了娛樂和好玩。 

（五） 價格意識型消費者（value-conscious consumer）：以「金錢來衡量價值

（value for money）」是此類消費者的特性，此項中積分愈高者喜歡購

買特價或比一般價格還便宜的商品，最重要的是，他們相當關心是否

能以最低價格買到最值得的商品。因此，他們是喜歡多作比較的消費

者。 

（六） 衝動／粗心型消費者（impulsive , careless consumer）：此項中積分愈高

者不會去計畫他們的購物，而且，他們不關心到底花了多少錢購物，

也不關心是否作了「最佳的購物（best buys）」。 

（七） 過多選擇而迷惑型消費者（confused by over-choice consumer）：此項中

積分愈高者知道有很多的品牌和商店可以選擇，但是對於如何作選擇

感到困難。且他們容易因過多的資訊而感到所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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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習慣與品牌忠誠型消費者（habitual and brand-loyal consumer）：此項中

積分愈高者可能有偏愛的品牌與商家，並且已經養成選擇這些品牌與

商家的習慣。習慣性行為是消費者決策中廣為人知的觀點，而這也增

強了此項特性的存在。 

以上八點是Sproles & Kendall在1986年發展的八種消費決策型態，也是各國

研究消費者決策時的重要參考。在此舉兩個最近使用CSI的研究報告： 

（一） 德國的三位學者Walsh、Mitchell & Henning-Thruau（2001）為了確認

德國之消費者決策型態，以及比較德國與其他國家的消費者型態是否

有所不同，因此在 1998 年的七、八月，在德國典型（無論在人數與

地點上）的兩個城市進行測試，分別是Hamburg市中心的一家百貨公

司，以及 Lüneburg 的一家超級市場。且為了避免學生樣本的不能代

表個別的文化，此研究選擇十八歲以上的樣本共 455 人，其中包括

Hamburg百貨公司的184人，以及Luneburg超級市場的271人。結果

共得到了七種消費者決策型態，分別是：品牌意識型、完美主義／高

品質意識型、休閒快樂型、過多選擇而迷惑型、衝動／粗心型、新奇

與流行意識型、追求變化型。其中追求變化型是從新奇與流行意識型

中獨立出來的，因此不同於以往CSI量表。 

（二） Canabal（2002）為了瞭解印度南方年輕消費者的決策型態，以及與其

他國家的相關研究作比較，曾在西元 1995 年時，從印度南方的

Coimbatore城市中，選取兩所學校共173位大學生，樣本的平均年齡

廿歲，以CSI量表測量這些印度南方年輕消費者的決策型態。結果共

得到了五種消費者決策型態，分別是：品牌意識型、高品質意識／完

美主義型、過多選擇而迷惑型、衝動／品牌差異型、休閒快樂型。並

將此次研究的結果與中國、韓國及美國的研究作比較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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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兩篇研究報告中可以發現，學者在使用CSI量表後，分析所得的因素會

因各國國情不同，或學者本身想法而作些微的變動，不一定與原先型態的命名相

同。而在本研究中，研究者認為這八種消費決策型態，其中的「衝動／粗心型消

費者」與「完美主義／高品質意識型消費者」是一體的兩面，同樣的，「習慣與

品牌忠誠型消費者」與「品牌意識型消費者」也是類似但相反的取向，沒有另外

獨立的必要；加上研究者不喜歡將獨特的個體歸類為某一類型或某一決策特性的

消費者，因此本研究不採用消費者決策型態的分類方法。 

但研究者從以上的敘述中，分別採納與發展出八種影響消費者購物的因素，

作為本研究自編問卷的參考。整理成表2-1： 

表2-1  Sproles & Kendall（1986）八種消費決策型態對本研究自編問卷的參考 

Sproles& Kendall消費決策型態 本研究的參考 

完美主義／高品質意識型 品質或包裝 

品牌意識型 品牌或廣告、他人意見 

新奇與流行意識型 流行風潮 

休閒快樂型 時間成本 

價格意識型 價格或預算、通路 

衝動／粗心型 商店氣氛 

過多選擇而迷惑型 他人意見 

習慣與品牌忠誠型 品牌 

由上表可知，本研究由Sproles & Kendall（1986）的八種消費決策型態，發

展出品質或包裝、品牌或廣告、他人意見、流行風潮、時間成本、價格或預算、

通路以及商店氣氛等八項影響消費者購物的因素。發展出某一因素的脈絡有的很

好理解，例如從「價格意識型」發展出「價格或預算」因素，而有的則是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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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再延伸，因此在以下說明為何如此發展： 

（一） 本研究採取「休閒快樂型消費者」之前的想法，認為消費者為了節省

時間，購物不是休閒娛樂，而是有目的性的；為了方便起見，消費者

也可以接受「較高價」的商品，因此便有了「時間成本」因素的出現。 

（二） 在後面文獻探討中，廣告與行銷關係密切，因此，由「品牌意識型」

發展出的「品牌或廣告」一項，會另外加上「行銷」，合併為「品牌、

廣告或行銷」。 

（三） 與價格或預算相關的，另外延伸出「通路」一項。根據估計，民國

93 年 6 月，台灣有高達 572 萬人逛過拍賣網站，網路拍賣市場正聚

集大量人氣，進入快速成長期，Yahoo奇摩總經理鄒開蓮表示，人們

原本就有尋找新奇物品和便宜貨的需求（林宏達，民92）。因此，除

了傳統店面之外，打著「價格戰」的網路購物、郵寄購物與電視購物

等不同的通路，是否或為何會成為影響消費者購物的因素，亦是研究

者的興趣所在。 

 

四、小結 

在本節的文獻中，研究者說明了描繪消費者型態的三種方式，分別是心理描

繪／生活形態法（psychographic / lifestyle approach）、消費者類型法（consumer 

typology approach）及消費者特性法（consumer characteristics approach）。而消費者

特性法中Sproles & Kendall（1986）的八種消費者決策型態雖然影響本研究的研

究問卷編制，但研究者對於這八種型態有不一樣的想法，加上研究者認為每個人

都是獨特的個體，且影響購物的因素不只一樣，消費者的決策型態更可能是多個

類型並存，故不將樣本歸類於特定類型的消費者，也因此除了量化的問卷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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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希望藉由深度訪談的方式瞭解樣本的想法。 

 

 

 

第三節 消費與欲望 

消費是文化的實踐方式之一，如同文化是後天形成的，現代消費主義也不是

自然天生的，它乃是經由養成（acquired）與學習（learned）所致的；它是某些人

經由社會化之後所欲望（desiring）的狀態（Bocock, 1993）。 

 

一、You need it or you want it ? 

「欲望」與「需求」比較起來，似乎不是正面的詞語。亞里士多德對需求（need）

和欲求（want）做了明確的定義：需求是我們求生存不可或缺的東西，像是住所、

食物和其他生活的必需品；而欲求則是那些我們想要高人一等的東西（大衛‧布

魯克斯，2000；徐子超譯，民 91）。亞里士多德在其倫理學著作《尼各馬科倫理

學》中，也有關於消費的論述（亞里士多德，384-322B.C；苗力田、徐開來譯，

民90）： 

「一個大方的人，不論辦什麼事情都要大大方方地來辦，使其價值

與消費相適應。一個大方的人就是這個樣子。那過度的人和逞能的人，

如我們所指出，花費超過了應有的限度。他在小事上花大錢，過度地自

我炫耀。他用婚禮的筵席來招待他的哥兒們，他為喜劇提供樂隊，讓他

們穿著紫袍上場，如麥加拉人那樣。他之所以這樣做，並不是為了什麼

高尚的目標，而是為了顯示自己的財富，他以為人們會由此而驚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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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關於消費與價值觀的意見，也可以將背景從西元前拉至現今的生活世界

中。布波族菁英緊抓著「需求」與「欲求」的區別，把自己和過去的對立菁英階

級區分開來。明確地說，高學歷菁英階級的成員，對於把大筆財富投資在他們認

為是需求的資產上，是毫不猶豫的，但是如果只把錢花在滿足欲求上，卻是為他

們所不容的（大衛‧布魯克斯，2000；徐子超譯，民91）。因此，商品即使昂貴，

但因為「需要」它，所以可以被允許購買；商品即使價錢便宜，但卻只是「想要」

它，所以無法被允許購買。 

 

二、徘徊在傳統道德與個人欲望之間 

資本主義現代化所遵循的是工具合理性，或者說目的合理性的行為方式，已

經越出經濟和政治的領域，進入到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正因如此，現代化變得

越來越具有優勢，而置道德實踐上的合理性於不顧。因而，生活世界本身不可避

免地發生了一系列的混亂和危機（龔群，民90）。 

這個議題與人們的價值觀相關，究竟消費與享樂是不是人生最重要的目的是

極需討論的，否則就容易產生價值的錯置與扭曲，尤其是如孫效智（民 91）所

說的，現代科技與物質文明挾其消費主義與享樂主義的強勢力量，催迫著人們奔

馳於「向錢看」的路途上，似乎不留給人任何時間與空間去思考這個問題。更嚴

重的是，整個社會從家庭、學校到媒體，也幾乎不提供任何機會或機制讓社會成

員去思考人生觀的課題。在一個人生觀模糊的社會裡，人們由於資本主義的影響

與自身欲望的渴求，將陷於急功近利的惡性循環裡難以自拔：個人與社會愈不注

意生命目標的確立與價值觀的內化，社會就愈混亂。 

和道德持不同意見的，以Bocock（1993）來說，他認為欲望在現代消費中扮

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消費者或潛在消費者無法透過社會化的過程，確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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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消費品與消費經驗尋求自己欲望的滿足，那麼，現代消費主義的經濟體系所

賴以維持的社會、文化關係就會崩潰。 

由前述道德與欲望之間的爭論，可以瞭解為何人們總是低估了消費。根據

Lunt and Livingstone（1992）的說法，消費與消費主義嚴格的原則和道德的規範，

經常會使個人反抗快速變化的物質文化，個人會受到傳統消費者對揮金如土的人

（heavy spenders）採敵對策略的影響，於是個人只好以相當守舊的字眼來定義「必

需品（necessities）」，例如宣稱「我們只需要食物和住所（all we need is food and 

shelter）」（Wilska, 2002）。在本研究中，研究者在定義「必需品」與「非必需品」

時，也時常疑惑「維持基本生活」的意義，尤其Bocock（1993）提到，從一九五

○年起，所謂生活必需品的意義就改變了，更舉例說明像是電視、汽車、冰箱、

電話、室內衛浴等，這些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奢侈品」，在二十世紀末就已轉

變成了「必需品」。因此，除了飲食與住所以外的選項，如服飾、衛生用品等，

要如何歸類實是經過一番考量。 

 

三、蠢蠢欲動的欲望之流 

許多學者認為現今大眾消費的社會如同一個「夢幻世界」，尤以百貨公司和

商場最明顯，他們提供一個相當適於消費的新環境，消費者在隨意閒逛的同時，

沈浸在到處充滿新奇的情調中，信用卡或分期付款的發明，讓本來無法獲得的東

西一下子歸為己有，增添了現代消費一種「如夢一般」的特質（Williams, 1982）。

如夢一般的消費情境裡，一些禁忌與不可能實現的幻想都可以被呈現出來。日常

生活成為一種藝術品、一個令人愉悅的審美對象，消費者也不斷被鼓勵去尋找更

適合的生活風格。 

的確，百貨公司的開幕，是消費文化上的重大事件。原本貴族階級或中上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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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才能享用的奢華物件，經由大量生產、大量展示、大量行銷的百貨公司，都成

了只要付得出價錢便唾手可得的商品（張小虹，民91）。以西元2001年年底，在

台北市開幕的微風廣場與京華城為例，兩家百貨公司在開幕時雖是互別苗頭，宣

傳廣告上卻不約而同盡是以年輕人為主要訴求對象，強調休閒與優雅的生活品

質，京華城更是開發出二十四小時的娛樂城，標榜要讓白天無趣的上班族能有一

個精彩的夜晚。年輕族群在長期在其中生活、消費，他們經驗百貨公司特意設計

的環境，而百貨公司也影響、形塑及融入其原本的價值觀，這些消費經驗成為他

們與社會接觸時的材料。 

張小虹（民 91）認為百貨公司除了刻意設計的空間動線與商品陳列外，還

配加上諸多如自由進場之策略、購物之匿名性、公開展示商品之觸手可及、迷魅

動人等等誘因，遂讓眾多的中產階級婦女在其中不由自主地陷入一種自我迷醉

（auto-intoxication）之身體狀態。這種心理失序的的現象，可以 Lacan 的理論解

釋之。 

Lacan極具原創性的「鏡像期」（the mirror phase）概念，在心理分析理論中

享有歷久不衰的地位（Bocock, 1993）。張小虹（民91）於《在百貨公司遇見狼》

中，對Lacan的理論有頗為詳盡的著墨。她提到，對Lacan而言，個人「自我」

（the ego）是「鏡像期」的想像誤識所產生所產生的：身體仍在分裂未能整合狀

態的無助嬰兒（六到十八個月），誤把完整無缺的鏡像當成自己，當成「自我」

的身體意象，而此「自我」之所以能成為個別的身體意象，正在於想像誤識過程

中所產生的二層矛盾空間距離感。所以，「認同」在消弭距離的想像誤識中，同

時創造出「自我」與區分自我／他者的距離；想像誤識是既承認又否認空間的距

離、既消弭又創造空間的距離。在這裡所謂空間的距離，指的既是內在的心理空

間，也是外在的實質空間。 

百貨公司的消費環境，將「自戀之鏡」成功轉換為「櫥窗之鏡」，櫥窗的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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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既反射出站在玻璃前方的女性消費者，也將她的身影與模特兒身上理想化的階

級與性別形象相貼合，她可透過購買商品的消費行為「變成」理想化的形象（張

小虹，民91）。就算當下並無購買的需求，那些在櫥窗中有形的商品卻觸發了人

們無意識的欲望，因而可能在欲望的驅使之下，購買並創造自己心中的理想型。

「欲望之流」（the flux of desires）一詞暗示欲望並不是固定的，而是可能不斷改

變的（Bocock, 1993）。因此可以說，現今社會中，消費開發人們的欲望的機率與

作用，比滿足人們的基本生理需求還高。 

葉啟政（民 84）也認為，資本家集團為了成就最大的牟利目的，企圖以諸

如「現代化的」、「精緻的」⋯等所謂「生活品質」的符號迷思來強化消費大眾的

外控哲學，這種巧妙的策略運用，在既有的資本主義結構中制約出一種符號，因

此肯定滿足、甚至開發人們的欲望。消費社會的一項重要特徵就是是由欲望所主

導的消費型態。如果從世界（人與物的總體）的關係來看欲望和消費之間的行動

關連，則世界是傳遞訊息的潛在體，消費是「符號的體系操作活動」。當人們向

世界展開欲望和消費的關係行為時，物或世界就變成符號。總之，可藉由陳坤宏

（民 84）的話來說，就是：新的消費觀念是由欲望支持，以欲望為起動力的符

號學行為。 

 

四、社會失序與危機？ 

有的文獻將「文化」定義為高等、精緻的文化，而「消費」本身就是高級文

化傳統的破壞者，因此認為「消費文化」在用詞上就是一個矛盾（contradiction），

甚至提倡透過「文化」這個重要術語的概念，去計算現代性（modernity）的代價。

Slater（1997）認為就這個角度而言，「消費文化」只不過是人們迷失在後傳統社

會中所面對的一種仿造的（ersatz）、不自然的（artificial）、大量製造（mass）且

極度粗劣（pretty poor）的替代品。任何事物都有其價格，都能用金錢被買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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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這與傳統社會中奉行的真理（truth）相違背。 

但社會學上所稱的文化很廣泛，凡是人類為求生存而創造、發展、或學習得

到的一切知識、信仰、工藝技術、生活規範等，都是文化的成分（蔡文輝，民

82）。例如，結婚用的戒指是一種物質文化，但是結婚戒指的意義遠超過其物質

層面，它代表著一種信仰、承諾，以及兩個人婚姻的誓言，一種非物質文化的意

義深深的包含在內。研究者也認同以上的說法，認為自然生成事物以外的一切物

品與規範，都可稱為「文化」，可以用來描繪人們的生活。儘管「消費」是資本

主義下企業家為求利益而產生，但人們透過購買商品的消費行為，可以滿足其生

活的基本需求；古人也說：「倉廩實而後知禮節，衣食足而後知榮辱」，雖說富不

一定會有禮，然而只靠藝術、文學、思想與哲學等所謂的高級文化，或許懷有理

想的個人能生活，但社會如何維持安定、國家如何照顧人民是必須思考的。 

另外，Slater（1997）又提到，將文化當成是一種理想典範的提議者甚至認為，

物質的繁華若缺少一個約束的社會價值結構，就會製造出無止盡的不滿足

（unrelenting dissatisfaction）或謬誤的滿足（false satisfaction），同時透過流行

（fashion）、嫉妒（envy）、服從主義（conformism）與大眾文化（mass culture），

建構出專橫的「偽」（false）社會，最後甚至認定「消費文化」是社會失序與危

機中的一環。 

對於以上的說法研究者相當不認同，不只是「物質的繁華」若缺少一個約束

的社會價值結構會發生問題，任何事物——如政治制度、個人自由等，如果缺少

一個約束的社會價值結構一樣會發生問題。尤其上段所說「無止盡的不滿足」與

「謬誤的滿足」，消費開發了人們的欲望，但滿不滿足是個人的感受，為何必定

會製造出無止盡的滿足？如果個人感到滿足，卻為何要被批判為是「謬誤的滿

足」？研究者認為持「消費破壞文化」說法的人將文化當成是他們對個人道德的

嚴格要求，對社會國家的美好憧憬，而將現代性的「消費」當成是一種不可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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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墮落，甚至是靈魂與道德的腐敗的想法太過偏激。如果一個消費者有能力以金

錢去獲得自己欲望的商品，且不會影響到他人的權益，受到欲望驅使而消費並非

壞事；若是考慮到所製造的商品對環境造成破壞，致力於推展綠色消費的生活方

式或許可以幫助解決問題，畢竟如果大多數的消費者都拒買製造過程會破壞生態

的商品，在沒有需求情況下，供給的數量必定減少。 

而 Slater（1997）所說的「貨幣經濟讓人們能夠憑著自己的能力去接近並購

得商品、地位和社會聲望，而顛覆過去人們尚在歸屬地位時所必須服從的微薄權

利，而這正是文化抵抗現代性的基本論調」更讓人難以信服，難道傳統的出身或

血統比人們擁有自主的經濟權力重要？研究者傾向於將現在人們打破傳統出身

或血統的合法性，而擁有自主的經濟權力這點列為消費文化的正面影響。 

 

五、小結 

回顧本節的文獻，亞里士多德（384-322B.C；苗力田、徐開來譯，民 90）、

龔群（民90）、孫效智（民91）等將人們在傳統道德與個人欲望之間徘徊，在需

求與欲求之間猶豫，從道德的層面作討論；但如Bocock（1993）所言，必需品的

概念隨著時代的進步而有所改變，如果個人在道德的壓力下，保守的認定食物和

住所才是唯一需要的，就會像Wilska（2002）所說，低估了消費的影響。尤其由

張小虹（民91）和Bocock（1993）討論Lacan的理論，加上百貨公司巧妙的布置

與信用卡的使用，人們的欲望可以在瞬間得到滿足，如同陳坤宏（民84）所說，

新的消費觀念是由欲望支持，以欲望為起動力。儘管某些文獻批判消費是高級文

化的破壞者，但研究者並不採納此種認為消費文化是摧毀社會秩序與社會建構的

說法。因此，本研究欲以不同世代成人對必需品和非必需品的界定，以及個人消

費經驗的深度訪談，瞭解及討論不同世代成人在傳統社會道德與個人欲望間的想

法與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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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消費與廣告行銷 

從人類消費活動的當中，消費和生產兩系統的關係，可以明確的區分為三種

方向：「消費等同於生產」、「消費不等同於生產」、「消費超乎生產」（高毓婷，民

90）。這三種關係說明了在物質充裕的資本體制中，消費的物品不再純粹只有實

用價值，而是伴隨著滿足想像與產生愉悅的象徵符號；人們購買生活所需，也購

買商品所附加的種種意義。 

 

一、符號與消費 

由於後工業社會呈現出物質商品的範疇與數量均有大量成長的跡象，近代商

品與符號更是相結合並共同締造了「商品符號」（Commodity-sign），經由媒體與

廣告的大肆宣揚，這些商品符號跳脫了商品的範圍變成文化現象（郭貞，民82），

消費不但不等同於生產，甚至反而控制了生產內容與結果，進而影響到人們社會

關係的形成。在前一節中也提到，資本家集團以所謂「生活品質」的符號迷思來

強化消費大眾的外控哲學（葉啟政，民84）。 

關於商品與符號的論述，可見於提出消費過程不是為了滿足人們基本需求的

Baudrillard（1983），他認為只有「物」被當成符號時，才具有消費的意義。消費

不再以商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而是將商品視作具有象徵的意義，不但消費物

品，而且消費符號。當消費一樣商品時，通常消費的是這樣商品經由廣告以符號

所傳達出來的意義，儘管這些符號和商品本身可能毫無關聯，卻會刺激消費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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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當人們消費一樣物品時，人們消費的是它經由廣告而產生的意義，而這些意

義是由符號來傳遞的，這些符號也許跟物品本身毫無關連，但是，重要的是，它

們是會刺激購買欲望的（陳坤宏，民84）。 

 

二、廣告增強符號消費 

所謂廣告，依照楊志（民 87）的說法，乃係透過文案、實物、圖案、照片

等諸多媒體打動消費者心扉的方法，因此若欲使廣告強勁有效，就應深入探討人

類的心理狀態，以此為依據，設計吸引人的文案、插圖，採取最適合的方式推出，

以激發顧客的購買欲，達到廣告主所欲訴求的目標。Kellner（1992）也認為廣告

和促銷的活動必須觸動潛在消費者的欲望，商品才有賣點。而由於消費者總是面

對如何有效利用（utilize）的選擇（Garman, 1991），因此，成功的行銷人秘訣即

是在於，產品或服務需符合消費者的需要與期望，尤其要能先消費者一步察覺其

沈睡中的需要（latent demand），例如3M率先推出隨意貼便條紙（Post-it），隨寫

隨貼，不用在紙上寫完訊息後找膠帶或膠水，即是挖掘出更便利的留言方式，也

更吻合消費者的需要，自此改變了消費者的留言方式（漆梅君，民90）。這也正

是Corrigan（1997）所說廣告的目標之一：是創造（create）人們消費商品的流行。 

鄭植榮（民 83）在〈廣告與消費文化的關係研究〉一文中，對消費及廣告

的關係有精闢的分析。他提到廣告是付費的傳播（paid communication），商品廣

告的廣告主付費為商品進行廣告的目的，在於促成消費者對於廣告之商品的購買

行為，以使廣告主能因增加的銷售來獲取利潤。因此，對廣告主而言，廣告的成

敗的判準在於它所促成之商品銷售的多寡，雖然就行銷的觀點而言，廣告並非決

定產品銷售的唯一或最重要的因素，但是目前有許多的商品的情況是沒有廣告根

本別談銷售，當然它的廣告也必須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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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電視敘說故事一樣，廣告也被視為具有提供虛構故事的同等價值

（Kellner, 1992）。許多產品均透過生活形態式的廣告，與目標對象的生活經驗相

連結。例如漆梅君（民90）認為由生活形態（Lifestyle）來著手瞭解消費者行為，

是行銷界非常普遍的作法，也被公認為較個性更為周全、有效。如泛亞電信的老

鳥與菜鳥業務員系列、雀巢咖啡的「肯定是你」系列等，都是以生活主張的訴求

方式，與消費者溝通。如此說來，「生活形態」的行銷是和產品有關、經常對目

標市場消費者與其每日經驗有關的廣告。 

就大眾傳播效果研究的角度來看，消費者／受眾完全是被動的，乖巧的在自

己的社會位置上接受廣告施給他或她的產品意識，在使用產品的同時他或她也再

製了社會上的優勢的意識型態，但鄭植榮（民 83）認為這簡直就是媒介萬能論

的說法，他提醒消費者擁有選擇的自主權，尤其是在現在社會不斷變遷和新商品

不斷出現的情況下，只有掌握消費貨品意義的流動性，才能瞭解整個消費文化的

現象，否則儘管廣告加強利用生活形態的訴求方式將商品嵌進人們的生活，人們

仍會自主的選擇與消費被精心設計的商業訊息，而不受其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廣告有兩個看似矛盾，卻又相安無事的特性：一方面，廣告

和其他資訊使貨品具有標配物的功能，使個人得以藉貨品來表現自己的社會關

係、品味、和生活形態，以創造差異（鄭植榮，民83）。另一方面，廣告企圖要

征服（overcome）的社會分配是階級，而它使用的方法是創造一個大眾消費的觀

念（Corrigan, 1997）。關於階級與差異的部分，將在下一節中討論。 

 

三、搭配其他廣告與行銷方式 

還有一些文獻也提到廣告或其他媒介的效果有效。例如帕克‧安德席爾

（1999；阮大宏譯，民88）認為品牌和傳統的廣告雖然創造出品牌知名度和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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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購買傾向，然而這些因素並沒有每次都轉化成銷售數字，這些行銷工作的標

準工具已經不再像過去那麼管用，許多的購買決定是可以受到商店的極大影響，

購買者很容易受到店內的印象及資訊所影響，而不只是靠品牌忠誠度或廣告告訴

他們，他們就買什麼。研究證明，只要消費者店內停留愈久，他（她）就買的愈

多；而決定消費者停留時間的長短，則在於能否營造一個讓消費者覺得舒適、有

樂趣的賣場環境。吳志正和許碧芬（民 90）也做過相關研究證實這樣的說法，

他們曾以實驗設計的方法探討銷售員與顧客之關係是否影響到廣告效果，研究發

現在相同的情形下，銷售員與顧客之關係愈親密，其廣告效果（信任度與購買欲）

顯著地高於無關係時，亦即顧客對廣告的信任度及購買欲會較高。因此，在商品

展示的空間裡的一切氛圍，如商品陳列的方式、商店的氣氛及店員的態度等，都

會影響到消費者的購買意願。 

除了廣告的內容之外，廣告也經常使用其他方式作宣傳。例如廣告中經常會

出現知名人物為商品代言，利用個人的知名度加深消費者對商品的印象與信任

感，此時他們所扮演的是說服者的角色（楊志，民87）。或者是在電影、電視、

廣播媒體或者音樂、電玩遊戲中，以聲音、文字、對話或者影像的表現方式，去

表現商品名稱或者商品本質或是商品品牌圖像（吳佳倫，民92），這稱為商品的

「置入式廣告」。置入式廣告之所以可以讓消費者產生消費欲望，其基本原因是

廣告透過了各種劇情內容表現，進而掘挖人們潛意識裡的欲望。 

為了使產品更具吸引力並降低消費者購買的風險，廠商便對其所售產品提供

保證。Phelps and Westing（1960）指出，由管理的角度來看，保證有二個主要目

標——推廣（promotion）和保護（protection）。「推廣目的」的保證是指藉由降

低消費者的風險來鼓勵其購買，「保護目的」的保證則是設計用以保護廠商免於

購買這不合理的索賠（引自李奇勳，民 90）。這也正是 Garman（1991）提到的

消費者的權利之一，消費者在購買時得到應有的保證（implied warranties）：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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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面或口頭保證產品的品質沒有問題，若有問題，在某一期限內廠商會負責修

補瑕疵或更換產品。期望藉由提出對商品的保證與售後服務，來提高消費的購買

意願。 

 

四、以性別為訴求 

Bocock（1993）更進一步在廣告中加入性別的因素來作討論。他認為在現代

資本主義的時期，生產和消費的二元對立關係完全是以性別來區隔：男人生產，

女人消費。生產是主動的，讓男人賺錢，並且使他們獲得權力（power）；消費則

比較被動，與花錢有關，也不會帶來任何公認的權力。因此，消費時常被認為是

一種和女性特別有關的活動與議題，女性常成為消費相關研究的被研究對象。 

誠如 Herrmann（2002）說的，女性從未在關於消費實務的研究中缺席

（absent），相反的，從消費產品的分類使得女性位於初級消費者的位置。以中產

階級的家庭主婦來說，她不是以個人的身份去消費，而是以「一個家庭成員」的

身份去消費，在她做購買決策的過程中，她的角色是矛盾的，她是購買者

（buyer）、工作者（worker），甚至是失業者（unemployed）。雖然如此，「購物」

仍提供一個很好的藉口給女性，讓她們能夠出發旅行，有時候更是享受孤獨快

樂，遠離家庭的束縛掌握。這是女性第一次的解放形式，提供一種活動讓女性可

以和其他成人、店員和店主進行社交活動（帕克‧安德席爾，1999；阮大宏譯，

民88）。 

而男性特質的概念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已經改變，男性也逐漸在大眾文化——

尤其廣告中，被當作消費者來「招呼」（hailed）（Bocock, 1993），男性和女性一樣

都是現代消費主義的一部份，只是男性和女性在相同條件下，容易因著社會文化

所塑造的性別體系，而做出不同的選擇。因此，針對性別的特質，分別對女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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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發展不同的消費模式非常重要。若能借用學者在性別研究方面的成績，利用

男女在感情需求上的不同，如 Gilligan 認為男性與女性在作決定時有不同的標

準，女性以情感為主，男性則先考量公正性；女性只是想得到同理，男性卻只想

解決問題（引自Ross-Gordon, 1999）等，廣告的訴求若能直接深入不同性別的消

費者的需求，當能獲得更多的迴響。 

 

五、小結 

在本節的討論中，研究者接受郭貞（民 82）認為商品符號由媒體與廣告的

大肆宣揚而跳脫了商品的範圍變成文化現象的說法，也考慮 Bocock（1993）、

Herrmann（2002）所說性別因素的影響，認為廣告的訴求直接深入不同性別的消

費者的需求，當能獲得更多的迴響；以及鄭植榮（民 83）的說法，認為廣告必

需掌握消費貨品意義的流動性，才能瞭解整個消費文化的現象。因此，在本研究

中，研究者欲了解各種廣告（如廣告內容、廣告代言人等）、行銷手法（如促銷、

售後服務等）及商店氛圍（如商品陳列的方式、商店的氣氛及店員的態度等）對

於不同世代、不同性別成人的影響，是否確實會影響購買的意願。而在本研究中，

雖是以世代為主要分析變項，但在量化的統計中，亦會以性別為變項去進行統計

分析，而在質性的深度訪談中，也會注意受訪者是否因性別上的差異而有不同的

想法。這不單是為了瞭解廣告對性別的影響，研究者也想知道性別是否會影響個

人的消費行為及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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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消費與自我認同 

消費者藉由自主的經濟權，隨時可以購買商品並滿足欲望，因此消費行為不

再是只是一種物質的過程，更是一種理念的實踐、象徵的追求以及建立認同的手

段。於是，以追求表現自我、與眾不同的個性商店開始流行，利用身體展演出內

在主觀世界的想法。今日消費者欲求有「個性化」的趨向，形成了「沒有規則，

只有選擇」和「每一個人都可以作自己」的現象（徐敏雄，民89）。 

 

一、後現代主義看消費 

八○年代由於資訊社會的迅速發展，為有別於在工業時代後所進入的「現代

化」社會，因而開始使用後現代（Postmodern）一詞。但是後現代的定義至今卻

仍處於開放與可變的狀態，沒有統一的說法。試圖以對立於「現代」特徵來描述

後現代的作法，雖然是看似以二元論的方式來區分，但是，在現代與後現代之間

的確存有瓦解、直至妥協的可能性出現（楊美怡，民91），因為後現代存在著傳

統社會的規範，又交融著現代性的現象和價值觀，因此產生一個主題不太明確

的、相當自由的氣氛。 

Bocock（1993）則認為「後現代」是一個分析的範疇，它彰顯社會文化生活

中的某些特性，可以與「現代」分析範疇內所指的特性相對應。而消費作為主要

的社會與文化過程，以及消費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型態，已經成為「後現代」的重

要特性。「後現代」一詞也意謂著，儘管社會階級的分野仍然存在，但在人們心

目中越來越不重要，而其他類型的認同取向卻日形重要。Featherstone更是直接點

明消費被視為是邁入後現代的縮影，因為它意味著人們的生活、認同感以及自我

觀念逐漸不再以生產性的工作為核心（引自Bocock, 1993）。 

同樣的說法亦見於Kellner（1992）的論述，他認為「認同」的形式在「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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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ty）」中是實質的（substantial），也是穩固的（fixed），儘管新認同的界

線在繼續的擴大，認同仍然受角色與規範的限制。因此，在「現代」的情境中，

一個人在生產過程中的工作角色被定義為主要的認同，而在後現代的認同建構

中，與生產對比的消費活動才是最主要的認同基礎。例如同樣是現代消費主義的

一部份，如今男性和女性一樣，在建構自我感以及男性認同的時候，很多部分都

是透過衣著風格（style of dress）、身體保養（body care）、形象（image）和不錯的

「模樣」（look）（Bocock, 1993）。男性的這種認同建構和維持過程，不一定要取

代來自工作的認同，因為在自我認同上，工作和消費是可以結合在一起的。如同

第三節對後現代與認同感的討論，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男性是以消費模式在定

義他們自己，而非以工作角色上的認同。換句話說，這種消費是建立認同的一個

手段。 

 

二、自我認同與自我展演 

在後現代社會中，消費變成一個主動的過程，牽涉到自我認同感的建構。消

費經驗的價值在於選擇、建構和再造生活形態，以區辨文化差異性（陳雪雲，民

89）。Wilska（2002）認為消費者積極的參與創造認同的過程，而這過程並不屬於

任何特定的經濟或社會團體，只屬於消費者自己。 

高夫曼的「戲劇論」可以用來分析消費在認同建構上的作用，他主張身位、

職位或社會地位並不是一個物質事物，只需加以佔有然後再加以展示就可以了；

它是一系列適切的行為模式，需要協調一致、潤飾美化、和明確顯示其中的內涵

（高夫曼，1959；徐江敏、李姚軍譯，民 81）。日常生活處處是舞台，每個場景

都需要適合的行為表現。消費的模式與對消費的態度透過選擇特殊的商品或訂作

個人化商品，提供人們尋求個人獨特性與個人風格展示的方式（Lury, 1996）。而

早在一九一二年，Veblen便提出「炫耀性消費」、「代理消費」的觀點。消費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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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地位的考量下，成為一種展示、表現的媒介；有閒階級在劇場化的空間裡，以

非生產、消費的方式來展示、表演出富有大方的符號。消費者和主人手下的僕人、

守衛、司機們進入劇場化空間，幫主人代理消費掉他的財貨，藉以張揚主人的身

份地位，同時等於是主人財富地位的最佳見證人（引自高毓婷，民90）。炫耀性

消費正是有閒階級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從消費的內容與方式，明白的揭露與說明了「我們是誰（who we are），我們

想成為怎樣的人（who we want to be），以及別人如何看待我們（how other see us）。」

（Storey, 1999）。Storey（1999）同時也解釋道，雖然在文化消費可能是表現自我

種種方式中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但這並不是說消費什麼就成為什麼，也不是說文

化消費決定（determine）了社會存有（social being）。可以確定的是，「消費」提

供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腳本，讓人們可以用各種方式去展現與演出「我們是誰」的

這齣戲。 

 

三、認同自己與區辨他人 

消費不僅表達了經濟差異，Bocock（1993）指出消費更是一組社會與文化實

踐，它建立了社會團體之間的差異。比如只想好好玩的勞工階級和想向更高階級

學習的中低階級，兩者在食物、飲品、觀賞電視和錄影帶、家具和擺飾、汽車、

衣服等消費模式上，都會有重大的差異。的確，不同的社會階級有不同的消費方

式，善於利用各種消費品來彰顯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表示自己和別人不一樣。

前面已提到勞工與中下層階級，那麼更高階層的菁英階級呢？據大衛‧布魯克斯

（2000）在其《Bobos in paradise》一書中所提，身為高學歷菁英階級，會把大把

的鈔票花在原本應該是很廉價的事物上。這種策略的高明處是，它能讓我們在身

為平等主義者的同時，又能適度地炫耀自己的品味，在簡單的事物上，建立更精

緻的品味（徐子超譯，民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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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ry（1996）也認為，品味（taste）在作為區辨（differentiation）的過程中，

不只在不同種類商品中創造出區別，也在社會團體當中創造了區別，它甚至還能

訴說為何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好或更壞的理由。 

對Simmel（1971）所稱從屬階級秉持模仿原則，去採行上層階級的衣飾風格，

以求建立新的地位宣稱，而上層階級又遵循區別原則，採納新流行，Storey（1999）

進一步解釋流行是模仿的（imitative）與有目的的（teleological），流行中模仿與

區別的連續的社會循環（social circle）是這兩個原則在社會上運作的最佳證明。

概括來說，流行作為一種社會實踐的運作方式，是下層團體企圖藉由模仿上層的

的服裝符碼與行為方式，來提昇自己的社會獨特性。流行標示且維持了社會的差

異與區分，有助於複製社會權力與特權（Storey, 1999）。也就是說，上層階級認

為他們原本的地位標記既已被從屬階級學習與模仿，便需要擁抱新的地位標記來

保障「上層階級」的特異性。人類都有追求特異性的衝動，但也需要與他人一致

化來獲得安全感，這兩股矛盾的力量循環不息正是造成流行的原因。 

且因著流行在後現代社會中的急速變化，在此可以與第三節中討論消費與文

化是否為矛盾用詞的文獻相呼應。對於流行文化的研究者來說，後現代主義對於

「文化」最重要的意義或許在於促使人們逐漸認知到，高級與流行文化之間，並

不存在著絕對的範疇區分（Storey, 1999），更有流動與多重的自我可以打破傳統

社會階級的束縛。 

研究者覺得最有趣的是，消費既打破了傳統的社會階級，也建立並區辨了新

的社會階級。但對於消費來說，不論是否有「社會階級」的作用在其中，消費者

都會透過展示自己所買的商品，創造並保持了一種認同感，且建立與他人不同品

味的區別。而後現代社會強調服務的特性，使人們如果要由後現代的角度研究消

費行為，那麼所要研究的範圍一定會超越了傳統單純的決策與購買行為，正如漆

梅君（民 90）所說的，後現代所謂的消費行為，是要「研究消費者如何獲得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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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幫助其滿足需求或達成目的的產品或服務，而致消費者在擁有後，如何使用、

到用盡的整個過程中，所衍生的一切價值。」所欲達到的研究目的之一。 

 

四、小結 

回顧本節的討論，在後現代的社會中，消費變成一個主動的過程，牽涉到自

我認同感的建構，如Kellner（1992）所言，人們自我認同的核心已由生產的工作

角色轉為日常消費活動。研究者接受陳雪雲（民89）、Storey（1999）、Wilska（2002）

等人的說法，認為消費者積極的參與創造認同，以區辨個人或文化間的差異性，

而這裡所謂的文化，同時並存著高級文化與消費所創造出的流行文化。但研究者

認為這種關於個人思想的部分，很難用量化的問卷題目來提問，因此，本研究欲

以深度訪談的方式，瞭解後現代自由的氛圍對不同世代成人的影響，深入的討論

不同世代成人的消費與自我認同的關係。 

 

 

總結 

在本章各節的最後，研究者皆有整理該節的文獻及其對研究者的啟示，在此

不再贅述。綜合來說，本研究將前四節對於消費者權益、消費者決策、消費欲望

及廣告行銷的討論，以自編問卷的量化研究來調查不同世代的成人在進行消費行

為時的動機或期望、影響消費的因素、是否容易受廣告與行銷的影響、對消費者

保護法的認識，以及對消費者教育的期望，而將第五節消費對自我認同的影響以

深度訪談的方式進行。另外，前四節除了以量化的題目調查之外，研究者相信個

人的經驗與想法更能生動的表現出不同世代間的異同，因此，在深度訪談的訪談

大綱中，也加入了前四節的部分，以期獲得最完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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