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購物空間意象之定義、理論及架構 

 

一、購物空間意象之定義 

 

    意象(Image)在中文有諸多不同的翻譯及解釋，例如：印象、形象、

意象、新象、映像及表象等，而在設計上較常用的是意象、印象及形

象(陳俊宏，1989)。  

「意象，有時稱心象，只心靈的圖象而言，不只屬於視覺的範圍，

還包括整個心理歷程。文學中，單憑記憶把過去的感覺，或者是理解

後的經驗，召喚回來，使之再現於心靈上，叫做意象。它是一種心的

再生作用。因為，我們對意象的運作過程，是屬心理的歷程，他又成

為我們的記憶或回憶，也是我們常用的想像。」「意象是心靈的活動，

經由想像與虛構兩種作用，重新回憶與呈現過去的經驗。」(袁本秀，

1989)。 

    意象並非是恆久不變的，它會隨著社會文化、感覺經驗、價值判

斷等因素的改變，而有所不同。也就是說「意象」是一種意識活動，

人類之所以察覺到某一事物的意象，主要是透過感知系統而得。感知

的過程，就如同訊息的傳遞，因此個人的知識與經驗對其影響極大。 

    購物空間意象意指，消費者對其消費時所處的空間感受，影響消

費者對空間感受的因素，包含消費者個人的社會文化背景、感覺經驗、

價值觀、價值判斷、商品價值、品牌形象、服務滿意度及空間感受等

方面。 

在購物空間研究方面，購物空間意象，通常與商店印象畫上等號，

因購物空間即商店空間、而意象(Image)也可解釋為印象。以下為商店

印象相關之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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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店印象是一種含糊、無定型、在實質上不可分割、衡量的現

象。由於商店環境是由各方面所共同形成的印象，亦常被認為是影響

顧客惠顧的要素，因此對商店經營者而言，有一套具體的步驟以發展

出有利的商店印象是必須的(Kunkel&Berry，1968；郭榮芳，1985，p19)。

然而事實上，沒有一家商店所營造出的印象可以滿足不同市場區隔的

人(Martineau，1958)，因此經營者必須先了解其推出商品的競爭條件以

區隔市場。有清楚的消費群定位，才能架構出此商品行銷方式與塑造

出合適的商店空間印象，來贏得市場上之競爭性利益(Arnold et al，

1983；郭榮芳，1985，p3)。 

(二)Boulding(1956)是最早探討「印象」(image)在人類經濟活動及

其它領域所扮演的角色。他認為：1.人的行為不只受到知識及資訊的影

響，行為更是知覺印象的產物，人是以他們所相信的事實(價值認知)

產生反應，並作為他和周遭環境溝通的工具。2.人的心智只能處理一定

目的之複雜現象及刺激，所以人通常會試圖將複雜的現象單純化，並

只將一些較重要的意義抽取出來。 

(三 )Martineau(1958)則是最早將印象觀念運用在零售領域之學

者，他認為「在商店顧客的決策中，有一種力量在運作，……」，此商

店個性(store personality)或印象，他對商店印象下的定義是消費者心目

中定義商店的方式，其受功能屬性(functional qualities)如商品性質、商

品選擇、價錢，以及心理屬性如商店氣氛(aura of psychological attributes)

所影響。 

(四)Arons(1961)則將商店印象定義為「商店公諸於眾的一種個

性」，一種意義和關係的複合體，用以幫助人們刻劃商店的特徵，而定

義中之關係可看作是諸多構面之整合，而最後的商店印象則是顧客對

這複雜體評估後的結果，顧客可依這評分來判斷商店的好壞。 

(五)Wyckham Robert G.(1966)將商店印象定義為消費者對某商店

各方面之綜合印象，並認為社錢、心理環境因素會影響態度及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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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而在這些環境中，個人所產生對商店之態度構面包括：首先產

生的知覺、認知，而後認知與動機、自我觀念、人際反應特質產生交

作用而形成了印象的諸構面，而這些態度構面的總和會形成商店印

象，進而影響行為。 

(六)Reynolds(1967)將商店印象定義為「消費者由眾多的整體印象

中挑選出部分的印象而發展出之心理架構；而這發展的過程乃是將挑

選出的印象加以推敲、潤飾、排列的創造性活動」。 

(七)Kunkel&Berry(1968)則用行為科學中之學習理論來定義商店

印象。學習理論認為行為的形成與消除是受學習及各種增強物的影

響，並藉由行為面向來描述商店特徵與顧客行為之間關係。他們認為

印象「是一種區別性刺激，在某情況下採取行動，就可獲得預期性的

增強」。也因此引申而定義零售商店的印象，個人認為在某一特定商店

購物，可獲得的整體綜合觀感或預期的增強。 

(八)Oxenfeldt(1974)認為商店印象是一混合體，是感情與事實之混

合體，顧客用感情的方式對他所看到的商店特性作反應。 

(九)Lindquist(19740也對 Arons的定義加以聞述，認為其定義中的

〝意義〞指的應是因素、屬性或構面：而〝關係〞則意味將這些構面

加以運作、整合。 

(十)James&Dreves(1976)在歸納各家說法後，將商店印象定義為

「消費者評估他們認為重要屬性後，所得到的態度組合」。態度是一種

學習現象，因此商店即是由個人對某家商店之相關經驗得來，但這些

經驗並非完全由商店內部直接而來，除了至商店內採購得到的經驗之

外，商品之櫥窗擺設、與朋友談論、或非商店人員之推廣，都可以是

誓人經驗，進而形成其對某商店之印象。 

(十一)Barman&Evans(1978)在綜合了不同學者的定義後，指出「商

店印象的基本概念是商站的功能屬性與情感屬性 (functional and 

emotional attributes)之整體性的組合，而這些特性被購物者融入其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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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中，而這知覺系統決定了購物者對某商店之整體在政策上與實務

面之期望」。 

(十二)Engel Blackwell&Kollat(1987)的看法與 Barman&Evans(1978)

相似，認為學者的定義雖有不同，但主要的論點即商店印象是存在於

消費者知覺和商店的客觀性特徵中，因此將商店印象定義為「消費者

知覺某商店及商店個別屬性的整體方式」。 

(十三)Hirschman(1981)曾試著將印象的發展與形成歸納在商店印

象中，所得出之商店印象定義為「消費者將某商店與其它商店比較後

所得之主觀印象，並與其個人知覺融合後之整體方式」。 

(十四)Mazursky&Jacoby(1986)亦將商店印象之發展過程歸納在商

店印象之定義中，根據這項定義，認為印象是：1.來自於對某現象的既

存感覺或記憶，2.一種感情或喜好(或是一組知覺與感覺)，3.而這種感

覺或記憶正代表著對個而言非常重要的現象。 

(十五)Engel Blackwell&Miniard(1990)指出各學者的定義雖不同，

但主要論點在於：商店是存在消費者知覺和商店客觀性的特徵中。因

此定義商店印象為消費者對商店屬性 (Store Attributes)的整體知覺

(Overall Perception)。 

(十六)陳明分(1991)認為商店印象有五項重要性結論：1.商店屬性

包含功能特徵及心理特徵。2.商店印象是人對商店之整體感覺，而這感

覺不一定是對商店的喜好。3.人會由諸多屬性中挑出他覺得重要之屬性

加以評估。4.人對商店的感覺，會受時間、對商店的經驗、和其它店比

較等因素影響。5.商店印象之形成乃是人對於某商店之主觀看法。 

由上述的商店印象定義中，我們可以知道商店印象是由許多構面

組成，諸如購物經驗、商店環境、商品與服務品質、廣告促銷手法等

綜合起來而成為消費者對此商店的商店印象。但商店印象並非是一成

不變的，它會隨個人因素、環境因素、以及商品因素影響，經由評估

後所得到之整體性知覺感受。其中個人因素包含：個人之主觀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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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文化、不同時空下之商店購物經驗為。商店環境之因素包含：商

店所作之不同的行銷或銷售行為之努力、商店陳設。商品因素包括：

商品價格、產品種類、品質與選擇等。因此消費者對特定商店印象之

好壞，其影響的因素有許多，不過本研究將僅對於商店印象中之購物

空間意象相關之因素來加以整理及探討。 

 

 

二、購物空間意象之相關理論 

 

(一)意象訊息的傳達與認知 

     設計工作是一項理念散播的工作，設計師(創作者)將自身對設計

主題的詮釋，藉由產品造形媒材所攜帶而向外傳遞。社會大眾即藉此

媒材，與設計師產生溝通的互動關係。而這關係當中，包含了那些內

涵與組成因素呢？我們先由傳達的過程進行瞭解。 

    「傳達」(communication)一詞，是由拉丁文 communis轉化而來

的。其原意為〝其同〞或〝共通〞之意。傳達可視為一種「建立傳送

者(sender)與接受者(receiver)之間共同性或一致性的過程」。在其過程當

中，「傳送者」、「接受者」與「中間媒介物」為其中的三大組成因子。 

我們由此可得之，傳達有兩個重要的意義：1.傳達是一種過程。在這個

過程中，包含一些要素以及其彼此間關係的存在。2.傳送者與接受者之

間，必須發展出一種思考上、觀念上、意見上或態度上的共同性

(commonness)。也就是傳送者與接受者之間，必須有一種「共享」(sharing)

的關係存在(羅文坤，1981)。如此，才能有效地完成傳達的行為。所以，

傳達是一種〝與〞他人共同進行之事情，而非單方面〝對〞他人作的

事情。圖 2-1-1為訊息傳達之過程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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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訊息之傳達過程 

 

    訊息傳達是否有效，建立於傳送者與接受者之間，對傳達媒介物

共同認知的基之上。傳送者與接受者認知範圍的交集區域(如圖 2-1-2

所示)，正是訊息有效傳達的關鍵地帶。因此，如期望有效提昇傳達效

益，唯有縮小傳送者編碼與接受者解碼的認知差距，也就是擴大兩者

間認知範圍的交集區域。 

 

   
 

圖 2-1-2 傳達認知模式 

 

    與上述息傳達的過程做比照，設計傳達的過程也是如此。設計師、

產品與使用者，構成設計傳達過程中的三個主要組成份子。設計師利

用產品，作為與使用者溝通的中間媒介物。在此過程中，產品所承載

的訊息是否清晰、明確，直接影響使用者對該項產品的〝解讀〞工作。

另一方面而言，產品所承載的訊息是否與使用者的認知相符合，也是

一項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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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Schultz(1984)等人的研究顯示，消費者在面臨購買決定時，

越來越依賴感知(perception)，而非事實的真相(facts)。也就是說使用者

對產品訊息解讀的方式，是以他們自認為重要的基本認知為主。思考

判斷的過程，並非完全的理性思考，其中包含相當程度的主觀因素。 

 

(二)商店空間意象之相關理論 

    商店印象乃受到個人的內在特質及外在環境的影響，對某商店的

各種感覺與印象產生的一種綜合性的態度。馬提鈕(Pierre Martineau, 

1958)將商店印象定義為〝採購者的心目中定義某商店的方式；一部份

係根據其功能上的特質，另一部份則是根據心理上的特徵。〞阿朗斯

(Leon Arons, 1961)則將其定義為〝意識與關係的複合成體，用以幫助

人們刻劃商店的特徵。而漢姆森(R. Hamsen)與杜徹爾(T. Deutscher, 

1977-1978)則進一步將商店印象分為九種類別，共二十個屬性(如表

2-1-1所示)： 

 

表 2-1-1 Hansen and Deutscher之商店印象構面及要素 
類    別 屬    性 
商  品 質量、選擇、式樣、價格 
服  務 分期付款辦法、售貨員、換貨容易、信用、交貨 
顧  客 消費者 
實體設備 清潔、商店佈置、購買方便、有吸引力 
便  利 商店位置、停車 
促  銷 廣告 
商店氣氛 店內氣氛-適意性(congeniality) 

組織(institutional) 商店信譽 
購後反應 滿意程度 

資料來源：R. Hansen and T. Deutscher,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Attribute 

Importance in Retail Store Selection”, Journal of Retailing, Winter1977-1978, 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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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印象的構面很廣，如購物經驗、商店環境、商品與服務品質、

廣告促銷手法等綜合起來而成為消費者對此商店的商店印象。其中以

商店氣氛、商品陳列，與象徵符號及顏色為眾多學者認為影響商店印

象的因素。另外，提到擁擠 (Kunkel&Berry， 1968)、購物容易性

(lindquist，1974)、愉快感、自我滿足(Oxenfeldt1，1974)、乾淨、吸引

力)Hansen&Deutscher，1977)、商店水準(Zimmer&Golden，1988)、最

好的人在那裡購物(Kunkel&Berry，1968；Oxenfeldt，1974)、著名商店

(Kunkel&Berry，1968；Oxenfeldt，1974)等等心理的感受與對商店的期

許。但提及商店印象此議題，雖然可以切割為許多構面以實證的方式

評估之，但這些構面畢竟仍是一個較整合性的概念說法，或者是說其

仍包括更明確的細項以說明之，若欲再詳細切割探討之仍屬可能。 

商店印象中與商店環境相關之資料，可分為兩大方向思考之。一

為與商店實質環境相關項目而使消費者產生商店印象之部份。而另一

部份則是探討消費者進入商店環境中所感受到的環境知覺印象部份。 

 

 (三)認知心理學 

    在瞭解訊息傳達的過程後，接著來瞭解，使用者對產品意象認知

的過程為何。人們藉由各感官，接受外在的訊息，並在內心產生評價

思維與情感的活動。而對這感知的系統，認知心理學上將其分為感覺、

知覺與意識等三方面(譚維漢，1963)。 

    認知心理學家認為，人雖然是一個訊息傳遞的系統，但絕對不是

一個被動(passive)接受訊息的係統，而是一個主動(active)詮釋外在訊息

的系統。所接受的外在訊息，必須經過經驗與知識的詮釋後，才能達

到辨識(recognition)的目的。辨識後的訊息才具有其意義，才能進而轉

換成另一種訊息形式，為記憶系統(memory system)所儲存與使用(鄭昭

明，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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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形態辨識的過程中，目前有三種主要的形狀辨識理論(鄭麗

玉，1994)： 

1.模板比對理論(template-matching theory) 

模板比對理論是指我們腦中儲存有各種形態，而這些形態是

由我們所接觸過的事物所形成的，稱之為模板(templates)。

凡進入腦中的訊息，都會被拿來與模板相比對；若符合，就

辨識出該訊息，而產生了辨識的效果。 

2.特徵比對理論(feature-matching theory) 

      特徵比對理論主張，事物皆由一些基本的屬性或特徵所組

成。新的事物只要符合這基本的屬性或特徵，就能被辨識

出來。屬性或特徵區辨的能力，來自於經驗。隨著經驗的

逐漸增加，人對外界事物分辨的能力，也就更加細緻。 

3.產型比對理論(prototype-matching theory) 

      產型比對理論認為，在我們的長期記憶中，儲存了許多事

物的典型範例，這些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例證就稱為原型

(prototype)(Rosch，1973)。原型通常包括該類事物最多的特

徵或訊息。一個形態能否被辨識出來，視它與原型的相似

程度而定：越相似就越能被辨認為是屬於該類的事物。 

 

以上的理論都強調，人的辨識能力與記憶有相當大的關係，

而記憶也是人類學習與認知上一項重要的能力。透過記憶，我們

對外在的事物、形體與刺激，產生回想與比對之行為，並且也藉

此，對事物進行學習與評斷之工作。而人類記憶系統大致可區分

為三個子系統或歷程： 

1.感覺儲存(sensory storage) 

人的每一條感覺通路，似乎都有一個短暫的儲存機制，

以便當外在刺激終止後，可以再延長刺激呈現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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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較為熟悉的殘像儲存(iconic storage)與餘音儲存

(echoic storage)。 

2.短期記憶(short-term memory，STM) 

外在的訊息、刺激會以暫時儲存的方式保留於腦內，但

保存的時間相當短暫，大約僅能維持 20秒左右

(Zimbardo，1988)，而且其同時可保留的容量大約只有

7±2個串列(chunks)(Miller，1956)。短期記憶不只是記

憶的場所，它同時也是進行像閱讀、推理、決策與問題

解決等心智作業的場所(鄭昭明，1993)。 

3.長期記憶(long-term memory，LTM) 

      長期記憶為一般所說的記憶。指的是外在訊息、刺激， 

在經過複誦或與舊有的記憶產生關聯後，轉化儲存於 

具有相當永久性的記憶系統內。但是，因為受到消退、 

干擾或提取線索不足等因素的影響，長期記憶也會產 

生遺忘或難以動用的現象。而透過長期記憶的能力， 

我們對於以往的知識與經驗得以保存，並對新的訊息 

與事物有比對、判斷的依據。我們也不斷累積長期記 

憶的內容，以構成我們的知識（鄭昭明，1993）。 

 

    綜合上述的理論與研究，我們可以理解，人類對外在訊息、事物

的學習，都是經過分類、比較及認知的過程。如果認知的結果沒有意

義，人們便會將其遺忘；如果其結果是有意義，且可增進知識與經驗

的話，人們便將其儲存於長期記憶裡，作為往後比較或分類的準則。 

 

    相同的，人們對於「意象形態」也是經過認知、辨識與記憶等過

程，並漸漸形成其各人對風格意象的知識。當然，這些知識會因每個

人的生活環境、學習背景、偏好習慣⋯等而有所差異。但是，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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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與感覺模式，則有其相當程度的共通性。而本研究即是希望藉由

量化方式，找出隱含於其中的共通感覺特性，以作為設計過程的參考。 

 

三、購物空間意象之架構 

 

(一)商店印象構成要素 

消費者的商店印象會受到什麼樣因素的影響？根據Amild, Capella 

& Smith(1983)的研究指出，消費者的商店印象會受到內在變數包括：

需求、動機、個性、生活型態、態度，以及外在因素包括：家庭、參

考團體、社會階層、文化、次文化等因素的影響。 

 

表2-1-2 Kunkel & Berry(1968)的商店印象構成要素 
構成要素  包含內容 

1.商品價格 

 a.低價 
 b.公平或競爭價格 
 c.高或競爭價格 
 d.價值 

2.商品品質 

 a.好或壞的商品品質 
 b.好或壞的部門 
 c.品牌名稱 

3.商品種類 

 a.商品寬度(類型多寡) 
 b.商品深度(選擇性高低)  
 c.有我喜愛的商品 

4.商品時髦性  a.流行性 

5.銷售人員 

 a.態度 
 b.知識豐富程度 
 c.數目 
 d.好或壞的服務 

6.地點的便利性 

 a.離家的距離 
 b.離辦公室的距離 
 c.接近性 
 d.好或壞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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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便利因素 

 a.停車 
 b.商店營業時間 
 c.相對於其他商店的便利性 
 d.便利性的商品陳列 
 e.一般的便利 

8.服務 

 a.信用 
 b.送貨 
 c.餐廳設備 
 d.其他服務 

9.促銷 

 a.特賣 
 b.展示會 
 c.贈品卷或其他促銷  

10.廣告 

 a.廣告形式與品質 
 b.使用的媒體與工具 
 c.廣告信賴度 

11.商店氣氛 

 a.非便利性陳列 
 b.裝修 
 c.商品陳列 
 d.顧客類型 
 e.擁擠程度 
 f.合宜的贈品 
 g.有名望的商譽 

12.賠償的信譽 

 a.退貨 
 b.交換 
 c.公平的信譽 

 

早在 1958年就有學者（Marineau，1958）下對商店空間印象做 

出定義，而與商店境等室內設計相關的，即為此商店印象定義之構面

之一，但針對於商店環境較詳細部份的探討顯然不在企業管理行銷領

域等範圍內，所以並沒有較多相關探討以茲參考，不過其領域確實對

於「商店印象」（Store Image）或翻譯成的「商店形象」這名詞之定義，

已經探討多年且非常成熟。所以在研究中將以「商店空間印象」作為

強調商店環境部的探討，在商店印象構面定義中，與商店環境相關而

被提及的構面有：1.配置與建築構造（Martineau，1958：Lindquist，

1974），2.象徵符號與顏色（Martineau，1958；Lindquist，1974），3.

商店氣氛（Kunkel&Berry，1968；Lindquist，1974；Lindquist，1974；

Nevin&Houston ， 1980 ； Zimmer&Golden ， 1988 ； Engel 

Blackwell&Miniard，1990），4.商店佈置及陳列（Hansen&Deuts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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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Lindquist，1974），5.商品陳列（Kunkel&Berry，1968；Linduqist，

1974；Nevin&Houston，1980；Zimmer&Golden，1988），6.內外裝潢

（Kunkel&Berry，1968），7.實體設備（Lindquist，1974），8.商店實體

屬性（Zimmer&Golden，1988；Engel Blackwell&Miniard，1990），9.

幻想部分（Oxenfeldt，1974）等。這些名詞有些兩兩類似些互相重複，

如第 4 項的商店佈置及陳列，與商品陳列、內外裝潢類似；而第 3 項

的商店氣氛以及第 9項的商店實體性又是較概恬性的名詞，包合了第 5

項商品陳列、第 6項內外裝潢、第 7項設備等。 

而歷年來商店印象構面中談到與感覺有關的字眼有：擁擠

（Kunkel&Berry，1968）、購物容易性（Lindquist，1974）、愉快感、

自我滿足（Oxenfeldt1，974）、舒適（Nevin&Houston，1980）、乾淨、

吸引力（Hansen&Deutscher，1977）、商店水準（Zimmer&Golden，1988）、

最好的人在那裡購物（Kunkel&Berry，1968；Oxenfeldt，1974）、著名

商店（Kunkel&Berry，1968；Oxenfeldt，1974）等等心理的感受與對

商店的期許。 

    購物空間與使用者之間的關係，偏重於消費者對商店類型的喜好

傾向，以及對商業空間之消費選擇行為。購物空間的討論著重於商店

的地理區位、商店整體印象、商店種類與市場區隔、商店氣氛、商品

價格、廣告、服務等綜合性的知覺。 

 

 

(二)購物空間的構成要素 

    購物空間的構成要素主要分為基本要素及設計要素。基本要素為

空間中必備的兩大主體組成：人及物。人分為顧客(消費者)及營業員，

而物分為業種、業態及販售的商品物。 

    由設計的角度來看購物空間，則可分為有形及無形的設計要素。

有形的設計要素為看得到及有形體的元素，無形的設計要素則為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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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感覺得到的元素。由圖 2-1-3可看出完整的購物空間的構成要素。 

 
 

 

圖 2-1-3 購物空間的基本構成要素架構圖(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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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購物空間之空間結構及購物行為 

 

 

一、購物空間的空間結構 

 

(一)人與人的空間動態 

    個人空間是指環繞在個人身體周圍的空間，任何外人的進入會使

個人感覺受到侵犯，導致不安的情緒，且使的人們放棄原來的地方或

改變原來的行為。 

霍爾(Edward T. Hall)曾在其所著的的隱藏的空間(The Hidden 

Dimension)一書中，分析人類最重要的感官是其與人互動與體驗外面世

界的功能。根據他的見解，人類感覺器官可以劃分為兩種：1.距離型

(眼、耳、鼻)；2.直接型(皮膚、薄膜、肌肉)。而其中以「距離型」的

感覺器官在環境規劃上最為重要(表 2-2-1)。 

 

表2-2-1 「距離型」感覺器官對環境規劃的影響 

≦1公尺 
能聞道他人皮膚、頭髮及衣服上所散

發出來的較淡氣味 嗅覺 

2-3公尺 可聞到香水等較強的氣味 

≦7公尺 
人們的耳朵最靈敏的距離(正常談話
的範圍) 

≒35公尺 可聽取演講和建立一種問答式談話關
係(無法進行一段精確的交談) 

聽覺 

≧35公尺 聽到別人的聲音大大的銳減了 

可以看清細部─具體的辨識對方 

30公尺 實例：舞台和最遠的觀眾席之間的距

離，通常不操過(30-35公尺) 

20-25公尺 
大部分人可以清楚察覺別人的感覺和

心情─較能竊重社交的內容 

距

離

型

感

覺

器

官

對

環

境

規

劃

的

影

響 

視覺社交的

視域 

1-3公尺 可進行一般正常的對談 

  資料來源：根據「戶外空間場所行為」，頁 68-69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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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霍爾(Edward T. Hall)所提，人與人間的社交距離依不同交

談形式的習慣性距離來分，可分為「親密距離」、「個人距離」、「社交

距離」、「公共距離」等四種(表 2-2-2)。 

 

表 2-2-2 人與人之間的社交距離關係表 
親密距離 

(Intimate) 
(0-45cm) 

強烈情感距離 

和親近的朋友或家人談話的距離 個人距離 

(Personal) 
(0.45-1.3m) 

例如：餐桌─是人與人距離 

和朋友、熟人間一般談話的距離 社交距離 

(Social) 
(1.3-3.75m) 

例如：扶手沙發椅和咖啡桌 

個人空

間(人與
人的談

話距離) 

公共距離 

(Public 
distance) 

(1.3-3.75m) 

在較正式的情況下使用得距離 

─環繞公眾人物的距離或教學情況下的

距離 

  資料來源：根據霍爾(Edward T. Hall)所著 The Hidden Dimension整理 

 

(二)人對空間知覺的基本系統 

   對於空間環境的知覺，環境心理學家吉普遜(J. J. GibsOn) 在其著作

The Senses Considered as Perceptual Systems (1966) 的研究中指出，人體

五種基本知覺系統為 1.視覺系統、2.聽覺系統、3.嗅覺系統、4.體觸系統、

5.基本取向系統(圖 2)。而人類藉由此五項知覺來辨識及體驗環境。 

 

 

 

人對空間的知覺 

1.視覺系統─燈光、材質 

2.聽覺系統─音樂、說話 

3.嗅覺系統─氣味 

4.體觸系統─空間、空調、質感 

5.基本取向系統─動線、空間感受 

圖 2-2-1 人對空間的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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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購物場所的改變 

    購物是人類的主要行為之一，文明社會中幾乎每個個體都參與這

樣的活動(Nadine Bedding, 1991:6)。從前的商業行為大多發生在街道

上、廣場中，從市集演變到店面經營，接著出現各種商場、商圈。再

加上資本集中、都市發展及交通發達，相繼出現許多商業建築，商業

行為也由平面形式轉入道立體空間中。葛迪勒(M. Gottdiener)在「重返

中心：大型購物中心的記號學分析」一文中認為，從前的市鎮中心的

公共社交場所功能，已經由大街、廣場等形式轉移到今日封閉的、室

內的銷售空間中，例如購物中心，而成為新的中心(1986:288-302)。購

物中心在都市中扮演的角色，是讓消費者可以在其中買到任何想買的

商品，這種一次購買(one stop shopping)的消費模式，是繁忙的工商社

會中現代人的消費方式之一。 

 

    Miller(1994)提及，大型購物中心未來之四大趨勢為： 

1.娛樂休閒中心(Entertainment / Recreation Center) 

2.以娛樂為主力的商店(Entertainment as Anchor Tenant) 

3.精品及專賣特色之購物中心(Boutique and Specially Centers) 

4.新傳統式零售都會區(Neo Traditional Retail Town) 

 

現在許多的購物中心，不再是以購物為單一目的，而是抱持著高

度複合的心理，許多專門以休閒娛樂為訴求的主題中大型購物中心漸

漸成立，主要吸引新世代的消費群─18-35歲的青少年、學生與中高所

得之上班族。更重要的是打著國際知名的品牌對年輕人而言更是趨之

若鶩，加上現代化影音效果，大型的電視牆，光炫的夜生活，活潑的

建築造型更是吸引年輕人逗留。進入到購物空間中將會發現，所有最

黃金的地段，都是女性的購物天堂，所有國際知名品牌匯集在一起，

琳琅滿目的商品及廣告也造就了極高的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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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購物行為 

 

(一)行為與環境的探討 

    行為(Behavior)一詞，在心理學上狹義的解釋為，是指個體的「外顯

動作」，例如：走路、跑步⋯等可經由別人的感官直接觀察得知的行為。 

而廣義的行為，是指包括外顯動作和內在意識的全部活動。 

    人的行為是由動機來支配，而動機則由需求引起，人的行為一般來

說都是有目的的，都是在某種動機的策動下為了達到某種目標而有所行

動。因此需要、動機、活動與目標有其互相的關聯性(圖 2-2-2)。 

 

需

要 
→

動

機
→

活

動
→

目

標

                    ↑                      │ 
                    └───────────┘ 

圖 2-2-2 行為產生模式圖(資料來源：王加微，1990) 

 

(二)消費行為基本理論 

    依照 E.K.B.模式(恩格爾 Engle、柯拉特Kollat及布萊克威爾 Blackwell

的模式)，購買行為是一種決策行為，此一行為受外來因素(推銷、廣告、

產品等)及文化、參考群體、家庭等因素的影響。而其決策行為體系則包

括五個階段： 

1. 確認問題(Problem Recognition)：找出是何種動機引發購買的決

策過程。 

2. 資訊蒐集(Search)：資訊蒐集的工作。 

3. 可行方案評估(Alternative Evaluation)：根據消費者對各方案在各

項評估標準上的看法而將之加以比較，比較之後將形成對各方

案的態度及消費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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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擇方案(Choice)：由方案評估產生的意願加上不可預期的環境

的影響後，對方案加以選定。 

5. 決策結果(Outcomes)：方案選定後的結果可能是滿意的而存入記

憶中，亦可能會產生認知與失調而進入選擇後的資訊蒐集。 

    所以，E.K.B.模式就是以決策的程序為其核心，整合社會環境的影響

(如媒體的刺激)和個人內在動機以及環境內化(Internalized)之產物而成。

而影響消費者購買的因素則可分為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兩大部分： 

1. 內在因素 

a. 知覺：透過感官來組織、選擇及解釋各種輸入的情報，將之變

成一種有意義的程序。 

b. 態度：為消費者對商品或勞務的看法。 

c. 個性：是個人對外界刺激的一種一致性的反應。 

d. 學習：是過去同樣情境下的行為對現在行為之影響。 

e. 動機：是引導一個人達成某一特定目標的內在驅策力。 

2. 外在因素 

a. 角色及家庭的影響 

b. 參考群體(Reference Group) 

c. 社會階層(Social Class) 

d. 文化及次文化：文化是由人類所創造而圍繞在四周的一切有形

事物(如文字)及無形的觀念；次文化則是伴隨主要種族而來，受

地理環境影響的種族所產生的文化(如黑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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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  E.K.B.消費者行為理論模式 

 

 (三)商業空間行為與環境的相互關係 

    觀察商業空間行為與環境互動的情形可發現，使用者對環境設施產

生需求的關鍵在於與環境產生互動時。第一次的互動：決定的活動分布，

是使用者對空間的機能產生了需求；再次的互動：決定活動方式，是使

用者對空間內的設施─機能、配置及空間大小產生了需求。 

    而對於動機的產生，第一次的產生式由於使用者的原始需求，即內

在條件(慾望)；再次的產生則是環境，亦即外在的條件刺激，但由於外在

環境刺激的因素很多，因此使用者可能會同時有幾個動機並引起多個活

動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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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 商業空間「個體行為與環境」的互動架構說明 
 

(四)服飾消費型態分析 

    婦女在進行消費時所呈現共同性，包含購買服飾時的所有活動行為及

類型。其中的消費地點，包含選購地點及商店因素，由此可見購物空間

的地理位置及購物空間內部的空間及意象也是影響消費行為的其中一個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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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3 服裝消費型態分析表(羅安琍，民88) 
  項目   涵蓋層面 

消費動機 1.衝動傾向 

2.計畫傾向 

消費影響源 1.消費影響源之影響程度(參考團體影響程度、 
自己影響程度及傳播媒體影響程度) 

2.主要消費影響源(影響者與傳播媒體等影響來源) 

3.陪伴者(配偶、家人、同儕與自己等) 

消費時間 1.頻率(次數、件數) 

2.時段(平時午休、平時白天、平時傍晚或晚上、週末 
假日與不固定等) 

3.時機(定期添購、新流行款式上市、新季節開始、換 
季折價或節日拍賣、依自己的需要隨興、參加重要聚 

會或會議與年節等) 
4.花費時間 

消費金額 1.購買金額 

2.預算 

消費地點 1.選購地點(設計師專賣店、百貨公司、購物中心、單 
一品牌連鎖專賣店、多品牌中小服飾專賣店、小型精 

品服飾店、外銷成衣、批發店、夜市、菜市場或地攤 

等) 
2.商店因素(便利性、外部環境、附加價值與多樣性等) 

 

    從表2-2-3中可得知，影響消費的因素有很多，舉例來說，一位女

性她可能看到宣傳單上的宣傳而引起她的購衣慾望(消費動機)，而她又

認為自己去選購衣服，沒人提供意見，因此又找了她的朋友(消費影響

源)，約了她的朋友週六下午(消費時間)一起去SOGO百貨(消費地點)。

當天他找到了她想買的那件衣服，試穿之後，她朋友認為不好看而且太

貴而沒買(消費金額)，但她們到了另一家店面，在舒適的空間中，待了

兩小時試穿衣服，並且也買了很多件衣服。由此可見，宣傳的效果帶來

消費者進入店中，便宜的商品引起消費者購買的慾望，而好的空間設計

則是留住消費者在店內消費的最直接的因素，人在一個不舒服的空間中

是無法久留的，而好的陳列方式不但使衣服更有價值也令消費者共容易

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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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服飾產品之價值觀及消費價值階層 

 

一、價值的意義 

「價值」或「價值觀」已是現在常用的名詞。也是哲學、心理學、社

會學及相關行為科學等，許多學科領域所共同關注的重要研究題材之一。 

價值原本是經濟學的用詞。傳統經濟學家將價值區分為使用價值與交

換價值。使用價值是指商品具有滿足人類需要的能力，交換價值則是商

品能與別的商品進行交換的能力（宋承先、壽進文、唐雄俊和章雷，民

80）。現代經濟學只較注重交換價值，以供給和需求做為決定產品價值的

重要因素（施犖善和施蓓莉，民 86）。另外，經濟學討論價值，亦在於幫

助人們做價值判斷，指導人們對於可行的各種不同方式或手段，做最佳

的選擇，也就是價值分析或稱價值工程（徐育珠，民 62）。 

從哲學角度論述，價值乃與人生的態度有很密切的關係，不同的人生

態度，代表不同的人生價值觀。例如浪漫派的老莊，主張萬物一體，一

切隨本能而行即是幸福，是一種返璞歸真的價值觀；虛無派的叔本華，

充滿悲觀的人生價值色彩；快樂派的楊朱，則強調「且趣當生，奚遑死

後」，人生常以快樂為目的，表現出及時行樂的價值取向（馮友蘭，民 77）。 

人類學家的觀點，較傾向採取以需欲的滿足為主要觀點，認為價值乃

是個人或團體所認定生活中值得重視的事物，也是人類用以判斷行為正

常與否的一種標準（邱連煌，民 67；簡茂發、何榮桂、張景媛，民 87）。

價值觀就是個人內在做為選擇何者是「生活中的重要事物」、什麼是「正

當行為、好的行為」的準據。而個人的價值觀是一種「概念性的架構」，

是個人面對周圍世界中人、事、物看法的一種有系統的內在標準（郭為

藩，民 61；Rokeach, 1973），這種「看法」與「內在標準」，具有一定程

度的「持久性偏好」（吳鐵雄，民 85）。價值既是「準據」、「標準」，又是

「概念性」的「優先順序」與「偏好」，因此，價值的活動帶有濃厚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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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色彩。其所指涉的範圍，則廣泛的是對「各種生活意義」做評價，同

時也引導個體如何滿足「各層次的需求」（吳鐵雄，民 85；歐陽教，民

84）。個體價值觀所表現於外最明顯的，就是那種對事物的喜好傾向和行

為態度。並可從其生活的目標、願望、興趣、情感、態度及活動中來加

以覺知（McCrachen & Falcon – Emmanuelli, 1994）。 

而從前述學者對價值的看法及定義中，並可歸納得知價值具有下列特

徵： 

（一） 價值是一種抽象事物，是個人對外界事物所產生的一種概念。 

（二） 這個概念對個體最重要的作用，在經濟上，是指引吾人做有效的

選擇，在哲學中，是指導人生的方向，在人類學中則是做為行為

的規範。 

（三） 個人的價值觀念，是一種內在的概念，無法直接觀察，只能從其

表現於外的喜好、興趣、及相關的行為態度中間接的加以觀察推

論。 

（四） 價值觀因人而異，每個人有所不同。在一個社會中，個體成員的

價值觀，往往同中有異，異中有同。 

（五） 從行為去推知個人的價值觀，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判斷依據，就是

這項行為意志必須具有一定程度的持久性。換言之，不是所有行

為都與價值觀有關。 

（六） 價值觀不是純理性的產物，它與個體的情意有很大的關聯。 

（七） 個體所指涉的價值，範圍非常廣泛，只要與生活有關的各項事

物，都有價值的成份存在。 

（八） 價值從消極而言，是起於個體需欲的滿足，從積極面而言，則是

個體對美好事物及人生目標的追求。因此，價值除了牽涉個體的

認知、情意之外，尚有一定的意志成份。 

（九） 個體表現對某事物是否有價值，最直接的就是表現在他對某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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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重視的程度上。 

（十） 價值既是人所重視的事物，它就會隨時代而改變。換言之，不同

世代的社會和個體，其價值觀會有所不同。 

綜合哲學、心理學、社會學及相關行為科學等，許多學科領域所共

同對於價值觀的種類的分析，可列表如下： 

 

表2-3-1 價值的分類 

機能價值 工具價值 媒介價值 

稀有價值 轉化價值 附加價值 

意味價值 象徵價值  

 

二、價值觀 

Morris(1956)以使用方法的角度探討價值理論，認為價值有下列種用

途： 

  1.執行性的價值(operative value)：從人類偏好定義價值。 

  2.想像的價值(conceived value)：從人類選擇後所帶來後果定義價值。 

  3.客觀的價值(object value)：從客觀的條件判斷什麼市值得選取的，而 

不管一個人事實上是否選取它。 

Morris認為個人的心理條件、生理條件、社群及生態條件與價值觀

產生互動影響。 

Rokeach(1973)認為價值觀是一種持久的信念，這種信念使個人或社

會偏好某種特定行為或存在的目的的狀態。他認為價值本質包括下列幾

項： 

  1.價值觀具有持久性、可變性，也兼具有絕對性及相對性。 

  2.價值觀是一種規定或禁欲的信念，具有認知、情感、意欲、行為等四 

個成分。 

3.價值是一種行為方式存在目的的狀態，不直接涉及具體的事物或情 

境，是一種抽象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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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價值觀是一種偏好，而且是對可偏好事物的觀念。 

5.價值觀是一種個人或社會認為可偏好事物的觀念，具有普遍性、選擇 

性，有些價值具有特殊性，只為少數群體所偏好。 

 

Rokeach將價值一〝行為的方式〞及〝存在的結果狀態〞的偏好分為

兩類： 

(一) 工具價值(Instrument Values)：只有關行為方式的價值觀，包括偏

向人際取向及罪惡感取向的「道德價值」(Moral Values)，與以個

人及羞恥感取向的「能力價值」(Competence Values)。 

(二) 目的價值(Terminal Values)：有關於存在結果狀態之價值。包括以

自我為中心和個人內在為重心的「個人價值」(Personal Values)，

與以個人及羞恥感取向的「能力價值」(Competence Values)。 

 

    所謂「個人價值觀」(personal value)是指個人情感感受(emotional 

feeing)，和認知分類(part-icular cognitive category)，所建構的人類最初始

的價值體系。凡能引起興趣的是就是價值觀(高強華，1979)。價值觀是一

個人表示其喜好的傾向(Rogers, 1969)。而 Beattie(1969)認為個人價值觀是

心靈的狀態，它們不是事物或行為模式，不論是語文或非語文的，價值

觀示對事物的思想或概念，而非事物本身。 

    個人價值觀的產生(見圖 2-3-2)，是由於個人之生活經驗、嗜好、偏

愛、想像、創意和社會化結果的巨集，經由個人主觀的綜合再經時間的

歷程內化而成的。所以說，個人價值觀絕非是個體瞬間產生的感受。價

值觀所反應的外顯動作並不明顯，但卻是個人在做行動決策時所根據的

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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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個人價值觀的形成(陳信木、陳秉璋，民 79)     

 

三、商品消費價值 

    「消費價值」是消費者藉由消費活動，期待導向的消費結果

(Gutman,1982)。是以消費為特定情境與經驗的情況下，所產生的價值

(Sheth,1991)。所以消費價值，所產生的消費結果雖具消費者所期待的相

對偏好態度，稱之為價值，但是以消費為特定的活動。 

    廣義的消費價值應不僅止於商品本身的獲得，甚至包括所有與經由

〝消費特定範圍〞的情境和經驗等相關因素(Schechter,1984)。在消費者行

為學研究中，學者對消費價值範圍有不同的分類。其分類方式是將消費

價值二分為：效用的、享樂的雙構面價值及將消費價值再細分的多構面

價值(Zeithmal,1988)。而多構面價值的分類法很多，最常見的是將消費價

值分為：功能的、情感的、新奇的、社會的和情境的消費價值。 

    消費為都市生活中重要的活動，而消費空間也是都市空間研究的一

個重要課題。空間和產品一樣，有其功能價值及象徵價值。空間具有內、

外部的結構、材料、空調等設備性能，與器具、家具性能及佈置等的功

能價值，相對的，象徵價值則是「氣氛」、意象、意義的價值。這種價值

可以與展示室中商品價值個別存在(星野克美,1988)。 

    消費空間可說是一個透過符號(圖象、文字、聲音⋯)而再現的真實空

間，現今的消費空間，可說是種種象徵價值的物(符號)，亦可說是「消費

模擬所進行得模像(simulacra)空間」(星野克美,1988)。 

    從空間的觀點來看「消費社會」，那將是「消費空間」和「生產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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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的社會，我們所生存的空間還被分成數個部分，如生活空間、休閒

空間、學習空間等，一般來說，都應納入消費空間。任何被分節化的空

間，都以某種形式涉及消費(星野克美,1988)。 

表 2-3-2 消費價值的構面 
雙構面 
消費價值 

多構面 
消費價值’ 

多元(服飾商品) 

消費價值 
1）功能消費價值： 

   以理性實現產品實體效用 

  
效  用 
消費價值 

 
2）情感消費價值： 

   引發感覺或情感狀態的能力 

3）新奇消費價值： 

   提供創新和新知的全新經驗感受 

4）社會消費價值： 

   群體的互動而得之社會價值 

消

費

者

市

場

選

擇

行

為 

  
 

享  樂 
消費價值 

5）情境消費價值： 

 特定情境之即時性和臨場感效果 

舒適性 

經濟性 

知覺性 

宗教性 

主體性 

趣味性 

一致性 

社會性 

實驗性 

資料來源：鄭秋月（民 87），女性服飾與屬性－價值階層關係之探討 

          輔大織品服裝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61。   

 

四、服飾商品之價值觀及其屬性 

首就 Spranger 來說，是早在 1920年代末期即開始運用實質構面來衡

量價值觀。再其理論的假設有 1.存在一種可普遍性應用的認知系統。2.

明確的性格是可以有限的特徵所構成。3.每種特徵都會刺激與驅使每個人

對於特定舉止的關注程度與行為。4.依賴程度是視每一特徵對於每個人精

神層面的相對強度而定。然後 Spranger 評估這些特徵並推論出一種階成

組織模式的等級，這種等級會構成一絕對令人滿意的道德標準

（Morgado,1995）。Spranger 據此發展出六種基本的性格特徵：理論性

(theoretical)、經濟性（economic）、美觀性(aesthetic)、社會性(social)、政

治性(political)與宗教性(religious)，他並利用此六個實際構面來衡量價值

觀。此實際構面的解釋可參考表 2-3-3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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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3 Spranger的理論摘要 
性格特徵 摘要 
理論性(theoretical) 重視學習，生活目標在於達成知識的系統或與

探索知識的真理。 
經濟性(economic) 重視實用，生活目標在於囤積財富與有行物質。

美觀性(aesthetic) 重視美觀，生活目標在於尋找美麗與和諧。 
社會性(social) 重視他人，生活目標基於幫助他人。 
政治性(political) 重視權力，生活目標在於影響他人。 
宗教性(religious) 重視精神生活，生活的目標在於作一個與宇宙

共存的人類。 
資料來源：張怡華(民 87)，台灣民俗服飾價值觀、商店印象與服務品質之研究，輔仁
大學織品服裝研究所碩士論文 

 

另一個重要價值觀衡量架構，是參考Spranger理論而發展出來的AVL

架構。這個架構最初是由 Allport以及 Vernon在 1931年提出的「價值觀

之研究(Study of Value)」，歷經修改，並重新命名為 Allport-Vernon-Lindzey 

Study of Value，簡稱 AVL。其中仍沿用 Spranger所提出的六個構面，雖

然 AVL架構所陳述的興趣與行為大致接近 Spranger所確認的生活目標，

但 AVL的社會價值觀範圍在原始版本中是包含個種類型的喜愛模式，修

給後的版本則是將此部份重新定義，其定義只包含利他主義或是博愛的

觀點，並不包括所有的喜愛模式(Handy, 1970)。 

而AVL的衡量方式是要求受測者將AVL代表行為模式得衡量陳述依自我

偏好排序，故價值觀即會依衡量排序而彼此相關。總之，AVL有助於一

些慨念性與技術性的問題描述，但這些問題必須是普遍且可經觀察或實

驗得知的研究。 

  最早運用AVL理論於服飾價值觀研究者，首推 1933年 Cantril與

Allport的研究，他們採用觀察法來測量個人的價值觀並轉換成可運用的

結果。1933年 Cantril與 Allport在其新發表的「價值觀研究」運用中，

將 Newman、Nickerson和 Bryer研究男性與女性對服飾興趣的關係做依

結論，並利用 Allport和 Vernon的價值觀測量量表將 Newman、Nick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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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Bryer的研究評分。  

  Hartmann(1949)則根據 Spranger的理論與結果，將人格以選擇服飾的

重要方向加以分類，雖然分類標準仍以 Spranger的六種人格型態(見表

2-3-4)為準，但解釋重點專注於服飾選擇之上。 

 
表 2-3-4 Hartmann的假設摘要 
依服飾選擇方式所表達出的人格形式 
Spranger的形式 簡述 強調於服飾方面 
理論性

(theoretical) 
重視真實、事實與知

識 
強調布料的客觀屬性、尺寸的精確

度 
經濟性

(economic) 
重視效率：要求事倍

功半 
精明的採購者：將所有的浪費去除

美觀性(aesthetic) 重視設計、表達力與
完美 

只要好看，其餘無所謂 

社會性(social) 重視他人的福祉 有良知者：因貧富對抗而煩惱 
政治性(political) 尋求權力與影響

力、要求順從 
要求能引發他人、尊敬與服從的效

果 
宗教性(religious) 對宇宙的變化敏

感、尋求世界的安頓

遵從理想中的質樸：原始的教派主

義者 
資料來源：Hartmann, G. W. (1949). Clothing: Peraonal problem and social issue. Journal of 

home Economics, 41(6), P298 

 

Hartmann與 Spranger理論不同之處在於，Spranger是以三種假設情

況來設定這六種人格分類：(1)他們代表理想化的屬性。(2)他們參考自倫

常關係。(3)所謂倫常關係是以滿足欲望觀點來排列的。而 Hartmann則是

把 Spranger 論點中抽象的概念與屬性，利用服飾實質的表象，將這些概

念與屬性轉化成具體的解釋。Hartmann並預期在現實社會中，服飾的一

般性功能最終將會消失，服飾會從原先顯著且耀眼的地位，退為陪襯人

類精神的角色。換言之，服飾將會從一種令人產生衝突、羨慕、忌妒的

來源，轉變成幫助達成人類精神層面更進一步成就的幕後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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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ekmore(1966)參考 AVL理論架構，將服飾價值觀的構面拓展至八

個構面。包括美觀性(aesthetic)、經濟性(economic)、探就型(exploratory)、

政治性(political)、宗教性(religious)、知覺性(sensory)、社會性(social)與理

論性(theoretical)。使得衡量服飾價值觀的構面更周延，更濘將消費者的服

飾價值觀精確的呈現出來。 

    而學者 Forney, Rabolt & Friend(1993)則利用比較美國與紐西蘭的女

大學生的服飾價值觀的機會，歸納上述學者的研究而得到九個衡量服飾

價值觀的構面(見表 2-3-5)。 

 
表 2-3-5 Forney, Rabolt & Friend的服飾價值觀之衡量構面與描述 
衡量構面 描述 
探究性(exploratory) 可以用很多方式組合 

可以與其他服飾搭配 
經濟性(economic) 物超所值 

實用且耐穿 
美觀性(aesthetic) 款式美觀 

設計優良 
知覺性(sensory) 摸起來感覺舒適 

穿起來很好活動 
理論性(theoretical) 素材優良 

100%天然纖維製造 
宗教性(religious) 款式平實 

看起來很謙虛樸實 
政治性(political) 看起來很有價值感 

使穿著者看起來很有才能 
社會性型Ⅰ(socialⅠ) 
相似性 

使別人也感覺舒適的服飾 
比朋友更昂貴或更流行的服飾 

社會性型Ⅱ(socialⅡ) 
從眾性  

可以使自己融入群體 
跟朋友穿著差不多的服飾 

資料來源：Forney, Rabolt & Friend (1993). Clothing Values and Country of Origin of 

Clothing: A Comparison of United States and New Zealand University Woman. Clothing 
and Textile Journal, 12(1),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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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張怡華(民 87)，台灣民俗服飾價值觀、商店印象與服務品質之研

究，其中他將消費者對於民俗服飾價值觀的重視因素分為四個主要因

素：1.知覺設計因素、2.知性從眾因素、3.虛榮外顯因素、4.經濟實用因

素。 

本研究將其構成因素整合出服飾價值感的四個向度(表 2-3-6)， 

 

表 2-3-6服飾價值觀消費者重視因素之構成內容及價值分類向度 
重視因素 因素構成內容 價值分類向度 
知覺設計因素 實用耐穿、觸感舒適、活動方便、款式

美觀、設計優良、素材良好、天然纖維

功能性 

知性從眾因素 配合同儕、平實作風、文化傳承、增加
氣質 

感覺性 

虛榮外顯因素 富價值感、增加才情、提升地位 虛榮性 
經濟實用因素 方便搭配、物超所值 實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產品品牌形象、價格與品質 

 

    台灣人的心理─舶來品就是比國產品好，因此即使是台灣自己製

造的廠牌商品也一定要冠上一個英文名字，這或許也是另一種國際

觀：將台至的商品打入國際市場中。以女性的觀點來看，買一件國際

知名的商品對於提昇自己的身分地位有極大的助力，因此品牌對消費

者的吸引力，將促使女性的消費。 

喬‧馬克尼(Joe Marconi)認為消費者選擇品牌，基本上取決於品牌

形象與品牌價值。以其行銷傳播的經驗，歸納出以下六個評估要項： 

1. 價值(價格與品質)，及消費者是否認定該品牌產品所具備的價

值。 

2. 形象(包含品牌本身的個性與口碑)，消費者的品牌選擇與品牌形

象有很大的關係，品牌形象即是消費者所認同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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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便利性與易得性，消費者所心儀的品牌產品是否意於或便利取

得與通路的建立息息相關，也對品牌中程度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4. 滿足感，對消費者而言滿足感是一項集合名詞，包含其他五個

要項。 

5. 服務。 

6. 售後保證。 

 

(一)品牌形象(Brand Image) 

貝爾(Alexander L, Biel)的看法，認為品牌形象的定義可以從描繪形象

的基本屬性及消費者被提到品牌所產生的聯想開始，認為品牌形象係

由三種附屬形象構成，及：1.產品或服務提供者的形象，亦可說是企業

形象；2. 產品或服務使用者的形象；3. 產品或服務本身的形象。品牌

形象具有驅動品牌權益的功能，其最佳定義即是由消費者描繪出一連

串由品牌名稱所產生的聯想，這些聯想包含硬性屬性的實質感或功能

屬性的認知，如速度、價值等⋯，也包含軟性屬性，像興奮、信賴⋯

等。 

貝爾認為品牌形象具有強烈的非語言要素，如圖像。而這些非語

言要素的獨特圖像與品牌有著密切的連接，特別是強勢品牌。消費者

往往一看到這些品牌，其代表品牌的獨特圖像就會自動由腦海浮出。

換言之，運用得當的視覺意象，可經由聯想得到期望賦予品牌價值。

視覺意象也較容易被消費者所接受。 

 

(二)品牌定位(Brand Positionning) 

品牌定位是品牌策略的核心，形成品牌地位的兩大元素，一是品

牌所提供的好處；二是重視這些好處的消費者。定位與品牌化是一體

兩面，品牌在於消費者的認知，定位則是企業將品牌提供給消費者的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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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費者之價格知覺 

在各種行銷中，消費者最容易發現與接觸的是「價格」。價格因素

是影響消費者購買決策的重要變數，然而消費者行為產生影響的並不

是價格本身，而是消費者如何去解釋該價格所帶給它的意義，亦即「價

格知覺」(Price Perception)才是影響消費者行為的重要關鍵。 

所謂知覺(Perception)是指對環境中之刺激賦予意義的過程。消費

者必須對各種刺激元加以選擇，然後將各刺激加以組織使之形成具有

意義的整體，並對刺激做出解釋、分析、比較，並了解刺激所代表的

涵義，以作為反應時的參考(熊祥林，民 79)。而知覺經驗的獲得，多

半是多種感覺的統合、甚至在統合中也包括著當時的心情、期盼以及

過去的經驗與學習的知識。因此，知覺是純心理性的，對同一引起知

覺的刺激情境，表現再個人的知覺判斷時，將會有很大的個別差異(張

春興，民 79)。由以上的說明可了解知覺在消費者行為理論上，可解釋

為消費者如何解讀各種行銷刺激的心理過程，而相同的刺激對不同的

消費者所引起的反應有所不同。 

 

(四)品質認知(Perceived Quality) 

品質認知是指消費者對於某一特定品牌產品或服務的品質整體印

象，包括：產品功能(Performance)、產品特點(Features)、可信賴度

(Realiability)、耐用性(Durability)、服務度(Service ability)、及產品外觀

(Premium Image)。品質認知的基本價值在於提供消費者購買的理由、

作為差異化競爭的基礎及取得通路的信賴易於鋪貨，也是品牌延伸的

基礎。 

    但因產品品牌形象、價格與品質，有其另一領域的研究，本研究範

圍中無形設計要素，此部份並不列入本研究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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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女性服飾消費空間意象之架構 

 

一、服飾商店空間印象之構面 

 

從商店印象的定義及理論而言，一般來說，人們對於環境評價包 

括六種印象：描述、評鑑、美感判斷、情緒反應、意義、對環境的關

懷等個人對物理情境發展出來的印象（蕭秀玲，1991，p66）。而應用

於服飾商店空間之商店空間印象評估方式可以是什麼呢？以表 2-4-1

表示之。 

 

表2-4-1 服飾「商店空間印象」構面表 
項目 說明 可能的形容詞 備註 

描述 對服飾空間描述的形容詞 

年輕的、時尚的、過時

的、乾淨的、髒亂的、亮

的、暗的、柔和的、粗礦

的 

依不同的確切向

度、主題、與因

素而有不同向度

的形容詞出現 

評鑑 對空間評鑑所用的形容詞 
好的、壞的、有品味的、

討厭的、喜愛的 

可分為：好壞評

鑑、品質評鑑、

偏愛程度、等級

等方向 

美感判斷 對服飾空間美感的感知 美的、醜的  

情緒反應 
一進入此服飾店而被帶動

的情緒反應 

愉快的、不愉快的、驚奇

的、平庸的、吸引注意的
 

意識 

對服飾空間歸屬感與認同

感，在此欲探討的是空間設

計與服飾價值階層的關係 

反應品牌的、與品牌無關

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服飾商品屬性 

    就服飾商品屬性為主的研究範圍而言，1995年 Lisa Abraham-Murali

所做的服飾屬性分類中，她將服裝屬性分為四個概念化主題： 

(一)實質外觀屬性(physical appearance)：包括物質特性、纖維成分、    

服裝外觀、布料、合身度、顏色、服裝細節和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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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際性能屬性(physical performance)：以材質之性能為主的屬性，

包括保養照料，警語標示等。 

(三) 情感意含屬性(expressive)：可供整合的服飾語彙，此類屬性可如

同詞組般搭配表達文化隱喻，如羅曼蒂克等。 

(四) 外部附加屬性(extrinsic)：附加於商品之外，如品牌銘、價格、原

產國等，可增加商品意象、定為何附加價值。 

 

表 2-4-2 服飾商品之多構面屬性 
一、實質外觀屬性(physical appearance) 

A.布料(fabric) 
      成分 
      重量 

  組織 

    B.顏色/圖案/織紋(color/pattern/textile) 
      素色 
      圖案/圖像 

  副料和布料的整合 
  觸感浮突效果 

    C.結構(construction) 
      對格 
      下擺(寬) 
      針趾 
      腰帶 

  布紋 
  整燙 
  國際化結構 
  領寬 

    D.款式(Styling) 
      一件或二件式 
      領圍或領型 
      腰帶型態 
      裙/褲長度 
      袖款式/長度 
 

  外觀特殊設計 
  整體感 
  上/下一致性 
  布料/款式一致性 
  傳統/基本款 現代/流行款  
全球款式 

二、實際性能屬性(physical performance) 
A.布料(fabric) 
  不縮水    柔軟 
  可吊掛    堅牢 
  穿著/保養實不拉伸 
  不易起皺 
  不易沾污 
  不會引起皮膚過敏 

  溫暖 
 
  外觀 
  全球布料 
  穿著/保養後不起毛球 
  洗後如新 

    B.顏色(Color) 
  不褪色   不會殘留熨痕 

    C.保養(Care) 
  可水洗 
  只能乾洗 
  需花費較多時間金錢 

  易保養 
  易去污 
  需整燙 

    D.作工(Workma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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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牢固的縫合和下擺處理 
  領和卡夫不易磨損 
  副料不易損毀 
  扣眼大小適宜 

  國際性作工 

E.衣服整體(Garment) 
  支撐型態 
  具功能性外觀 
  服裝外觀      堅牢 
 

  合身度 
  易穿脫 
舒適 

三、情感意含屬性(expressive) 
A.使看起來不錯(Look good on me) 
  款式/身體 
  顏色/個人外觀 

  年齡/人格 
  使我看起來…. 

    B.提供的個人創意範疇 
非凡的/新的 顏色/設計/ 
款式/布料 

  趣味/冒險 

    C.表現適切的生活型態(Appropriateness to Lifetyle) 
      多樣化/多采多姿 
      適切的工作/休閒/特殊場合 
      給予他人信任感 

 
  和衣櫥中服裝搭配(整合) 
  全球個性化 

    D.他人看法(Comments of 
others) 

相關的讚美 

四、外部附加屬性(extrinsic) 
A.品牌(Brand)   信譽、熟悉鍍、品牌名 
B.價格(Price) 

      完整的價格/促銷 
      沒有進一步的投資涉入投資 
      投資 

  國際化價格 
  物超所值 
  促銷活動 

    C.商店/型錄(Store/Catalog) 
      型態     聲望 
      商店室內/型錄展示設計 

  熟悉度 
  購物便利性 

D.原產地(Country of origin) 
    E.洗標(Care label)   洗標資訊 
    F.服務(Service) 
      快速服務、付款計畫、資訊      國際性服務 
      銷售員的助理與評估  滿意度  商品齊全度  修改與保證 
資料來源：Lisa Abraham-Murali (1995)  

 

內在屬性：顏色、款式、質感、保養、創意等。 

外在屬性：價格、流行、品牌、尺碼、服務等。 

 

三、服飾消費空間構成要素 

    因為商店設計對於商店空間呈現的手法不同，本研究又將「購物

空間設計要素」，區分成有形要素與無形要素兩個部分。有形設計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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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以硬體的角度討論商店空間，也就是非抽象的設計觀念者，如牆、

柱、地板等。而屬於無形設計要素為抽象的觀念部分，如色彩、質感、

照明方式等，則以商店空間設計表現方式之構念以討論之。 

 

 (一)有形設計要素 

      服飾商店之設計目的在於刺激商品販售，並為業主帶來經濟效

益（Fayek and Heuberger，1998，p14），於服飾商店規劃考量時，將從

服飾商店所應具之空間機能著手。服飾商店具有之機能分區有： 

1. 入口櫥窗區：具外觀之視覺可及性、入口及象強化、焦點

服飾商品展示、招牌及標誌表現。 

2. 收銀區：商業交易行為與資訊交流發生之處。 

3. 商品展示區：商品展示與消費者選逛區城，屬於顧客空間。 

4. 試穿與等待區。 

5. 意象強化區：如當季商品展示區或是新推出商品之廣告展

示區，其為了加強視覺促銷與廣告之目的。 

6. 其他需求區：如儲藏區、營業員空間、辦公空間、走道及

樓梯。 

 

      經本研究整理，有形設計要素可分為各定要素及非固定要素兩

類。固定要素為購物空間中固定之廁所、辦公室、地板、壁面、裝飾

物、天花板及設備裝置；非固定要素為購物空間中之活動家具、展示

櫃、看板、移動架及停留空間等。 

 

 (二)無形設計要素 

      此為不具特定形體要素，通常為消費者對購物空間之感受。以

服飾商店之設計而言即為商店印象中的商店氣氛，目的在於刺激消費

者對銷售空間的感受，於服飾商店規劃考量時，將從服飾商店商品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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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高低或價值類別的不同營造不同的空間意象及對材質的選用。女

性服飾商店具有之無形要素有： 

1.心理性要素：包含消費者對購物空間之入口造型意象、內部空間設計 

意象、空間色彩、空間質感及材質、空間大小、密度 

及動線。 

2.物理性要素：包含費者對購物空間之空間照明、空間環境聲音、空間環

境感受。 

 

    在商業空間設計中，對於品牌及產品的價值不同，其所做的空間

設計亦不同。販售產品單價高且品質好的賣場，通常在空間設計上所

用的材質會較好，店內燈光所營造的氣氛也不同，最明顯在商品擺設

密度及活動空間密度上也較為寬敞。以服飾店為例，CUGGI的店面中

常見石材的地板，特殊訂做的五金或展示架，店內燈光以柔和及焦點

照明為主，在密度上可說是非常的寬敞，整個櫥窗只放了一件衣服。

反之，在 HANG TEN的店面中則是用塑膠地磚的材質，燈光以明亮為

主，商品擺設及空間動線上都較為擁擠。因此，商品的價值階層不同，

在空間設計上也會不同，其所營造出的空間印象及商店氣氛也會大不

相同。 

 

經由文獻探討得之影響購物空間的因素甚多，本研究僅截取購物空

間構成要素之設計要素的無形設計要素作為本研究之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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