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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應用 G.B. Sproles 與 E.L. Kendall 於 1986 年之論文所發展出的消費者型態問卷（CSI），探討臺
灣地區大學生在進行消費決策時，內心所表現出引導決策的消費決策型態。研究結果發現臺灣地區大學生
有八個代表性消費者決策型態：品牌認知導向、品質認知導向、休閒娛樂導向、價格認知導向、衝動性導
向、忠誠習慣性導向、決策困擾導向及流行認知導向。並且根據八個消費者決策型態構面因素，將臺灣地
區大學生區隔為五個互異的消費決策族群：謹慎型、焦慮型、時尚型、經濟方便型及冷漠型。在個人價值
觀方面，研究結果顯示臺灣地區大學生有七個代表性的個人價值觀，分別為：負責謙恭、幸福和諧、成就
與生活、平等安和、才智能力、誠恕助人、自尊與認同。對於八個消費者決策型態構面因素在排除人口統
計變項之影響下進行與價值觀之相關研究，研究結果發現，透過人口統計變項之控制，七項個人價值觀與
消費者決策型態因素皆呈顯著相關，而五種消費決策族群在個人價值觀上也呈現部份的差異性。
關鍵詞彙：消費者決策型態，個人價值觀，臺灣，大學生

一、前

言

隨著科技創新與發展，媒體廣告技術的進步、直接的郵
件、網際網路盛行等提供消費者大量且多樣的產品資訊，而
產品的多樣化 、商店的林立、複合商品的出現與電子郵購
等，更擴展消費者決策的範圍與決策複雜性；決策對今日消
費者來說，比過去更為複雜重要。因此有關消費者決策之相
關研究，必須隨著時代、科技的變遷 ，持續不墜的進行。
Sproles (1985)及 Sproles and Kendall (1986)在有關消費者決策
研究中，提出消費者決策型態（Consumer Decision-Making
Styles）的概念，提供從消費者心理特徵層面探究消費者決策
的良好方向。消費者決策型態可以視為個人心理特徵的決策
表現，是一種認知、情感的特質（如品質導向、新奇流行導
向）；基本上，它是消費者基本人格特性，類似心理特質的
概念（Spoles, 1985; Spoles and Kendall, 1986）。Sproles and
Kendall (1986)更發展出消費者決策型態問卷（Consumer
Styles Inventory, CSI）作為研究消費者決策型態良好的工
具。而目前已有多位學者利用消費者決策型態觀念進行跨文
化的實證研究，以及探討消費者決策型態和其他行銷變數相

關研究，以進一步暸解消費者行為 （Hafstrom et al. 1992;
Durvasula et al., 1993; Sproles and Sproles, 1990; Shim,
1996）。相關的研究結果除了有助於消費者教育與家庭財務
管理等方面，使消費者更合理化地進行消費決策外，更可幫
助從事行銷研究的相關人員，進一步暸解消費者，訂定有效
行銷策略。
臺灣近幾年來經濟高度發展，所得水準提昇，商業活動
蓬勃發展，促使消費趨勢不斷改變，尤其是目前大學生知識
水準提高，個人主義濃厚，及接受外來文化衝擊，有其獨特
的消費趨勢。面對這未來的消費主體，有必要了解其購物行
為與消費價值，探討其消費決策型態。而價值觀是一個持久
的信念，使個人或社會偏好某種特定的行為方式或存在目的
的方式（Rokeach, 1973），亦即個體認為重要的事物或概念；
它代表對某些事物或狀況的慾望、偏好、喜惡及需求（Brown,
1976）。所以價值觀會影響消費者對廣告訊息、商品形象及
促銷手法等產生不同的評價，而影響消費行為。因此，價值
觀的研究成果逐漸被應用於行銷領域，並成為一個新的行銷
觀念，為行銷者提供一個了解消費者的新方法（Plummer,
1974）。

───────────
…
聯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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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決策型態與價值觀之研究

綜合上述說明，我們可以瞭解消費者決策型態是消費者
在進行消費決策時心理特徵的一種表現，反應出個人內心的
價值信念，與價值觀同為心理層面的重要特質，所以藉由價
值觀與消費者決策型態相關性探討，更能清楚了解消費者進
行消費決策時心理特徵的表現，進而從這些心理特徵因素來
區隔與描述消費者族群。因此本研究將以臺灣地區大學生為
研究對象，探討其消費決策型態與個人價值觀之間的影響，
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1) 瞭解臺灣地區大學生的消費決策型態（消費決策所重視
的因素）及個人價值觀
(2) 探討消費者決策型態與個人價值觀之關係
(3) 根據消費者決策型態來描述臺灣大學生的消費決策族
群，並探討各消費決策族群在個人價值觀上的差異及在
銷售策略上的意義。

二、文獻探討
(一)消費者決策型態
Sproles and Kendall (1986)整理有關研究消費者行為的
相關文獻，說明探討消費者決策型態通常有三種方法：(1)
生活型態 心理圖析（lifestyle/psychographic）、(2)消費者
類型（the consumer typology ）、(3)消費者特徵法 （the
consumer characteristics approach）等。消費者購買決策型態
為消費者在逛街購物的心理情感與認知導向，能一致的支
配消費者的選擇，大部分消費者選擇產品或勞務會受到一
個或多個特別決策型態的影響，這些型態會根本控制消費
者的決策 ，且這些特質是存在的 、可預測的，在本質上，
它是消費者的人格，類似心理特徵的觀念（Sproles, 1985）。
Sproles (1985)是最早研究消費者決策型態（Consummer
Decision-Making Style）的學者，他發展一套簡單的模式以
統計分析消費者決策型態 ，共得出六種消費者決策型態特
徵分別為 ：完美者型 （Perfectionist Style ）、價值認知型
（Value-Conscious Style）、品牌認知型（Brand Conscious
Style ）、新奇－時尚－流行認知型（Novelty-and-Fashion
Conscious Style）、避免購物之時間節省型（Shopping Avoider,
Time Saver Style ）、資訊困擾－支持搜尋型（Confused,
Support-Seeker Style）。Sproles and Kendall (1986)更進一步
解釋消費者決策型態是指消費者在接近市場時，使用特別
的購買決策或是某些相關法則來引導消費決策（例如 ：消
費者可能顯出新奇崇尚流行、價格意識、品牌意識等），
並應用其所發展出消費者型態問卷（CSI）對美國高中學生
進行問卷調查 ，利用因素分析探討消費者決策型態特徵，
結果歸納出八種消費者決策型態：
(1) 完美－高品質認知導向（perfectionistic and high-quality
conscious）：具此導向的消費者會仔細、有系統的尋找
最佳品質的產品，通常他們不會為已夠好的產品感到滿
足（要求最好的）
(2) 品牌認知－價格等於品質（brand conscious and priceequals-quality）：消費者會傾向於購買國際性知名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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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或賣得最好與高度廣告的產品，且相信高價格代表
高品質。
(3) 新奇－流行認知導向（novelty-and-fashion conscious）：
消費者喜歡新奇或創新的產品，並且能由尋求新事物中
獲得樂趣，注意時尚、追趕潮流與尋求多樣化是其重要
特徵。
(4) 娛樂－快樂主義導向（recreational and hedonistic）：消
費者視逛街購物為重要的休閒活動，且認為逛街有時只
為了好玩。
(5) 價格認知導向－價值等於品質（price conscious and
value-for-money）：消費者對於特價或低價產品有較高
偏好，且認為尋找與金錢等值的產品是一件重要的事，
所以此類型消費者會仔細比較產品價格。
(6) 衝動－粗心型（impulsive and careless）：消費者會因一
時衝動購買產品，且較不會在乎花費多少或是否做了最
好的購買。
(7) 決策困擾型（confused by overchoice）：消費者會因過
多品牌或商店等產品資訊供其選擇而感到困擾。
(8) 習慣－品牌忠誠型（habitual and brand-loyal）：消費者
習慣到其熟悉的商店購物，且一再購買其熟悉與喜歡商
品。
隨後，有許多學者利用 Sproles and Kendall (1986)所發展
出 CSI 問卷進行消費者決策型態相關研究，主要是探討消費
者決策型態與其他影響消費者行為變數之相關研究（Sproles
and Sproles, 1990; Shim, 1996），或進行跨文化實證研究以探
討不同國家文化背景下的消費者決策型態（Hafstrom et al.,
1992; Durvasula et al., 1993）。又；Fan and Xiao (1998)整理
Sproles (1986)和 Hafstrom et al. (1992)的研究結果，提出一個
修正的消費者決策型態衡量問卷（CSI），此衡量問卷包含七
個消費決策導向構面因素，分別為品牌認知導向、流行認知
導向、品質認知導向、價格認知導向、時間認知導向（即休
閒娛樂導向）、衝動性（含習慣性）導向及資訊認知導向（即
決策困擾導向）。Fan and Xiao (1998)根據此問卷對大陸大學
生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顯示衝動性導向、忠誠習慣性導
向及流行認知導向並未出現於消費決策型態的因素中。其認
為主要因素在於不同地區之經濟發展與文化上的差異。茲將
近年消費決策型態相關研究整理如表一。
國內有關消費者型態的研究，多著重從生活型態 心理
圖析或購物導向及消費行為變數加以探討，對於臺灣消費者
在接近市場時，使用何種相關法則引導決策的心理情感與認
知導向的特徵研究則較缺乏。近年來價值觀的改變，使得臺
灣年輕消費者有其獨特消費趨勢，因此有必要探討其內心消
費價值。故本研究希望從消費者的心理情感與認知導向角
度，探討消費者決策型態。
國外已有學者應用 CSI 來探討不同國家消費者決策型
態，證明 CSI 實為一個有效工具 （Hafstrom et al., 1992;
Durvasula et al., 1993），所以本研究根據 Sproles and Kendall
(1986)所發展出消費者型態問卷（CSI），作為探討臺灣地區
大學生進行消費決策時，內心所表現出消費決策型態的衡量
依據。

林清河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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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決策型態相關文獻整理

資料來源
Sproles
(1990)

and

內
Sproles

許家銘

容

摘

要

探討消費者決策型態與個體學習型態之間相關性，研究結果發現，在八個消費者決策型態與六個個體學習型態
的四十八個配對相關分析中，有二十一對呈顯著相關。

Hafstrom et al. (1992)

應用 CSI 探討韓國年輕消費者的消費者決策型態，共得八個消費者決策型態；並與 Sproles and Kendall, (1986)
所探討美國年輕消費者消費者決策型態進行比較。結果發現新奇- 流行認知導向只出現在美國年輕消費者的消
費決策型態，而不見於韓國年輕消費者的消費決策型態。

Mcdonald (1993)

以人口統計變項、消費者過去的購買與 CSI 來預測消費者在目錄上購買的忠誠度，結果發現有重複購買傾向的
消費者，可與慣於轉換購買行為的消費者加以區隔。

Durvasula et al. (1993)

此研究以紐西蘭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檢視 Sproles and Kendall (1986)所提出 CSI 問卷測量消費者決策型態在跨
文化研究中的合適能力。結果發現紐西蘭大學生較美國受測者支持此項測量工具。但不是每樣結果都相同。

Shim (1996)

此研究從消費者社會化的觀點探討消費者決策型態，應用 CSI 所得八個消費者決策型態與消費者社會化因素(1)
社會化動因（同儕、父母、教育的影響）、(2)前事變數（性別、種族、工作原因、父母所得等）進行相關性分
析。研究結果發現消費者決策型態與消費者社會化因素存在顯著性相關。

Fan and Xiao (1998)

Fan and Xiao (1998)整理 Sproles (1986)及 Hafstrom et al. (1992)的研究結果，提出一個修正的消費者決策型態
衡量問卷（CSI），此衡量問卷包含七項消費決策導向構面因素，分別為品牌認知導向、流行認知導向、品質
認知導向、價格認知導向、時間認知導向（休閒娛樂導向）、衝動性（含習慣性）導向及資訊認知導向（即決
策困擾導向）。Fan and Xiao 根據此問卷對大陸大學生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顯示，衝動性導向、忠誠習慣
性導向及流行認知導向並沒有出現於中國大陸學生的消費決策型態因素中。其認為主要的因素在於經濟發展與
文化上的差異。

(二)價值觀
價值觀是一種信念，深植個人心中指引個人行為，是人
類重要特質之一，也是決定人類行為的重要變數。對於價值
觀的描述，除了在哲學面的討論外，在心理學、社會學、人
類學等行為科學領域也有許多學者投入研究，且獲得相當的
研究成果。Rokeach (1973)認為價值觀是一種持久的信念，這
個信念使個人或社會偏好某種特定行為方式或存在目的。
Brown (1980)則說明價值觀為個體認為重要的事物或觀念，代
表其對於某些事物或情況的欲望、偏好、喜惡及需求；因此，
近年來也逐漸被應用在行銷領域 ，並成為一個新的行銷觀
念，提供一個了解消費者的新方向 （Gutman, 1990; Muller,
1991; Gutman, 1991; Judica and Perkin, 1992; Keng and Yang,
1993; Madrigal and Kahle, 1994; Whanton and Harmatz, 1995;
Durgee et al., 1996; Gillard et al., 1997）。
過去有關價值觀的理論相當多（Rokeach, 1973; England,
1975），其中以 Rokeach 價值理論較為完整且注重心理層面
分析，加上其發展出的價值量表（Rokeach Value Survey,
RVS）被證明為研究個人價值觀有效工具（Kahle and Kennedy,
1988），所以 Rokeach 價值理論近年來廣泛被學者應用於行
銷研究（Mahatoo, 1989; Whanton and Harmatz, 1995; 牛保
強，1996）。總結上述，我們可以瞭解，由於個人價值觀本
身的持續性質，及在人格結構中的重要角色，因此價值觀可
用以解釋為何消費者在決策上有不同的結果，並且暸解許多
消費者的情境，包括產品的選擇、品牌的選擇等等；而由消
費者心理層面來探討其決策行為，更可作為廠商進行市場區
隔的基礎。近年來，由於消費者價值研究逐漸受到重視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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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化行銷的流行，使得跨文化研究迫切需要，連帶提升價值
觀與消費者行為相關研究的重要性。以下將近年來個人價值
觀與消費者行為的相關文獻整理如表二。
綜合相關研究的回顧，我們可以瞭解，價值觀代表深植
於個人心理的一種信念，並指引個人行為，包括個體的評估
準則、決策行為。因此，可以藉由個體行為舉止來推測其價
值的傾向，也可藉由對個體價值的瞭解來預測個體所表現出
來的行為。然而，有關消費者決策型態的相關文獻，大都著
重於跨文化探討消費決策型態與其他變數相關分析，針對消
費者人格心理層面重要變數進行深入分析的研究則相對缺
乏，所以本研究乃欲充實此缺口，進行消費者決策型與個人
價值觀相關性研究。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及假設
本研究目的在瞭解消費者決策型態與個人價值觀之關
係，並以臺灣地區大學生為實證對象，整體研究的概念性架
構如圖一所示。根據研究目的及相關文獻探討，建立本研究
假設如下：
消費行為會受到個人價值觀及人口統計變項的影響
（Keng and Yang, 1993），若欲明確的瞭解消費者決策型態與
個人價值觀之關係，則有必要排除人口統計變項影響層面。
因此，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將以人口統計變項為控制變項，
藉以釐清消費者決策型態因素（消費者決策導向）與個人價
值觀之關係，建立第一個研究假設為：

消費者決策型態與價值觀之研究

表二

個人價值觀與消費者行為的相關文獻整理表

資料來源

內

容

摘

要

Kahle and Kennedy (1988)

探討以 Rokeach 理論為基礎的價值觀量表（list of value, LOV）在研究消費者行為的使用；認為 LOV 對消
費者行為的預測能力比 VALS（value and lifestyle）好。

Mahatoo (1989)

研究消費者行為動機必須從需求，需要與慾望中區隔開來，Rokeach 價值理論提供研究消費者動機良好的
理論基礎。

Sheth et al. (1991)

由價值的觀點提出一個理論來解釋消費者如何進行消費決策，歸納出五種會影響消費者買或不買、買哪種
品牌等行為的消費價值，分別為：功能性價值、社會性價值、情緒化價值、好奇性價值與條件價值等五種。

Gutman (1991)

探討結果與個人價值觀之間關連的本質，從個人決策行為與決策物體來研究與價值觀的關連情況。

Beatty et al. (1993)

從個人價值觀的觀點台探討禮物贈與行為，並比較美國與日本跨文化的差異。

Keng and Yang (1993)

從個人價值觀、人口統計變項與消費行為來研究臺灣地區費者。結果發現不一樣價值觀選擇會有不同人口
變項組成，且價值觀的選擇與與人口統計變項可以暸解消費者消費行為。

Whanton and Harmatz (1995)

應用 Rokeach 的價值測量工具將美國高中老師區分為內部導向（intenal oriented）與外部導向（external
oriented）兩種群體，研究發現此兩種群體在經濟行為會有所差異。

Durgee et al. (1996)

探討如何將價值觀轉為產品的需求，研究建議首先詢問消費者的核心價值，然後暸解產品選擇行為，利用
工具－結果的產品－價值鏈方法探討之間的關係。

Gillard et al. (1997)

由消費者價值觀及生活中表現出有關電信的使用行為來定義未來在家使用電信服務的市場需求。

(二)研究變項定義與衡量
本研究之研究變項包括三部份 (1)消費者決策型態；(2)
價值觀；(3)人口統計變項，本節將針對各研究變項之操作性
定義詳加說明。
1. 消費者決策型態問卷（CSI）

圖一

研究架構圖

H1：消費者決策導向與個人價值觀有顯著關係。亦即排除人口
統計變項的影響，消費者決策導向與個人價值觀呈現顯著
的關係。

然而，多元化的社會與多樣化的個人需求，使消費者進
行消費決策時，無法以單一消費者決策型態因素（消費者決
策導向）進行具體的描述（Sproles, 1985）。因此，為能更適
切地描述消費者的決策，本研究將根據臺灣地區大學生所呈
現出來的消費者決策型態進行集群分析，以瞭解臺灣地區大
學生的消費決策可區分為那些特性族群，並探討各族群在個
人價值觀上的差異，以作為行銷策略擬定之參考。因而建立
第二個研究假設為：
H2：不同消費決策族群在個人價值觀呈現顯著差異。亦即不同
的消費決策族群，在個人價值觀的認知上，將呈現不同的
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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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探討消費者決策型態是一種消費者在進行消費
決策時的心理特徵表現，且反應出個人內心的價值信念。本
研究以 Sproles (1985)和 Sproles and Kendall (1986)所發展的消
費者決策型態問卷（CSI）作為衡量消費者決策型態問卷之依
據，在參考國內相關文獻，共計整理問項四十八項。在問卷
衡量上，本研究採用 Likert 五點尺度衡量，從「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給予 1 至 5
分的評量，分數越低表示對該問項的同意程度越低，反之，
則同意程度越高。
2. Rokeach 價值量表（RVS）
Rokeach (1973)定義價值觀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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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或存在的
目的狀態。」認為價值觀本質包括下列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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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存在目的的狀態，不直接涉及具
體的事物或情境，是一種抽象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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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清河

施坤壽

偏好。
又 Rokeach 將價值依「行為的方式」及「存在的結果狀
態」的偏好分為兩類：
(1) 工具價值（instrument values）：指有關行為方式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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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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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以社會中心和人際間為重心的
「社會價值（social values）」。
Rokeach (1973)根據工具價值與目的價值發展出價值量
表（Rokeach Value Survey, RVS），以三十六個價值項目（表
三）來測量這兩種不同價值觀的類別，目前已被行銷學者廣
泛應用於消費者行為研究。在眾多學者的價值理論中 ，
Rokeach 價值理論較為完整與嚴謹，且其理論偏重於心理層面
分析，所以本研究採用 Rokeach 所發展 Rokeach 價值量表
（RVS）探討個人價值觀。本研究所採行價值量表為董瑪莉
等（1983）翻譯 Rokeach 價值量表而成的問卷，以五點之 Likert
綜合量表探討消費者價值觀。

許家銘

為使問卷的作答進行順利，特經由熟識的朋友與同學在
國內北、中、南等十一間抽樣學校進行調查。共發放一
千份問卷（各校發放的問卷數目，根據該校學生數占總
樣本數之百分比×1000），回收七百五十三份問卷。由
於「本問卷之設計有正反向問項；如問項「4.我會做特
別努力去選購最好品質的商品」與問項「5.我不會花太
多心思在購買產品上」同為是否花心思於產品購買上，
所以問項 4 與問項 5 為正反向的問項。若在正反問項皆
為同意或不同意及視為廢棄問卷，」結果共得一百五十
三份廢棄問卷，有效問卷數為六百零二份。有效回收率
為 60.2%。而各大學樣本抽樣情況，每間大學樣本回收
率皆達到 70%以上，表示本研究之資料應具代表性。而
有效回收樣本的基本資料方面，在性別特徵方面，男女
生約各占一半。在學院方面以商學院居多（34.72%），
其他文學院、工學院與理學院平均分佈。每月可支用收
入以 7001-10000 占總樣本數最多（26.08%），獲得產品
資訊管道平均分佈於電視廣告（34.88%）、報章雜
誌（26.74%）與其他 （38.38%）。其抽樣情況如表四
所示。

(四)資料分析方法

3. 人口統計變項
消費者決策行為會受到人口統計變項之影響（Keng and
Yang, 1993; Shim, 1996），因應本研究針對大學生調查之背景
特性，本研究選擇性別、教育背景（理工、商管學院）、每
月可支用收入及獲得產品資訊管道等人口統計變項作為本研
究之控制變項。

回收問卷首先審視其有效性，再以 SPSS for Windows 8.0
版套裝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相關分析、因素分析、集
群分析、迴歸分析及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三)抽樣設計

(一)問卷之效度與信度分析

(1) 研究母體：教育部八十五學年所認定大學之日間部學
生。
(2) 樣本結構：首先以地區（北、中、南）分層抽樣，各大
學再以調查員進行抽樣調查。分層抽樣結果如下：
北部：臺大、政大、中興、交大、輔仁、淡江與文化等
七間大學。
中部：東海、逢甲、靜宜等三間大學。
南部：成大與中山等兩間大學。
(3) 問卷回收與樣本描述，本研究母體為大學日間部學生，

表三

四、資料分析結果

為了確認本研究量表之效度與信度，本研究將利用因素
分析，抽取特徵值大於 1 的共同因素（Kaiser, 1958），並經

表四
地區
北部

舒 適 的 生 活、 多 采 多 姿 的 生
活、有成就感、和平的世界 、
美麗的世界、平等博愛、家庭
安全、自由、幸福、內心的和
諧、成熟的愛、國家安全、愉
快、心靈超脫、自尊、社會讚
許、真誠的友誼、智慧

樣 本 數

樣本回收率(%)

97
55

77.6
72.4

中興

46

35

76.1

交大

36

25

70

輔仁

115

85

73.9

淡江

123

91

74

文化

131

98

74.8

中部

東海
逢甲
靜宜

76
120
52

56
90
40

73.7
75
76.9

南部

成大
中山

75
25

61
20

81.3
80

753

75.3

總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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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回收

125
76

工具價值（十八項）
有志氣抱負、心胸開朗、能幹、
爽朗愉快、整潔、勇敢、寬恕、
服務、真誠、有想像力、獨立、
聰明、有條理、親愛、服從、
禮節、負責、自制

校

臺大
政大

Rokeach 價值量表

目的價值（十八項）

學

各大學樣本抽樣情況

1000

消費者決策型態與價值觀之研究

由最大變異法進行直交轉軸，且保留因素負荷量絕對值大於
0.4 的問項，而將各問項作適當歸類。在量表信度方面，根據
Cuieford (1965)的觀點，Cronbach α 大於 0.7 者為高信度，小
於 0.35 為低信度，應予以拒絕。而量表效度方面，本研究之
建構效度係採用 Kerlinger (1986)所強調以項目分數和總分之
相關（Item-Total Correlation）法，亦即假設總分有效，則個
別項目和總分相關係數大小，即為建構效度衡量指標。
本研究之消費者決策型態量表經由因素分析結果共萃取
出八個獨立構面因素分別為品牌認知導向、品質認知導向、
休閒娛樂導向、價格認知導向、衝動性導向、忠誠習慣購買
導向、決策困擾導向、流行認知導向，且其 item-total correlation
皆大於 0.6 表示具有相當的建構效度。又所萃取之八個構面
因素之問項與 Sproles and Kendall (1986)研究之八個消費者決
策型態因素之問項類似，表示本研究量表具有不錯的內容效
度。而在信度測試方面，其 Cronbach α 皆高於 0.6，顯示具
有不錯之內部信度。因素分析結果及各因素命名整理如表五
所示。
對於本研究之個人價值觀量表，經由因素分析結果在個
人價值觀三十六個問項共萃取七個互為獨立之價值觀因素，
根據各因素問項分別命名為：負責謙恭、幸福和諧、成就與
生活、平等安和、才智能力、誠恕助人、自尊與認同。可解
釋總變異量的 55.93%（表六），其 item-total correlation 皆大
於 0.5，且因素分析結果與相關研究類似（Pan and Wu, 1994;
McCarty and Shrum, 1993; Crosby et al., 1990），表示具有相
當的建構效度（Kerlinger, 1986）與內容效度。又每個價值觀
因素 Cronbach α 皆高於 0.7，表示各衡量問項間具有真實的
相關性存在，問卷內容具有高度一致性。

(二)消費者決策型態族群分析
消費者決策型態族群分析乃根據消費者決策型態進行
因素分析所萃取的八個因素為基礎變數，對樣本進行二階段
集群分析， 第 一 階 段 採 用 階 層 式 集 群 方 法 (Hierarchical
Method)中的最小變異數法(Minimum Variance Method)－
Ward’s 法，並根據分群原則(1)判定係數（R-Square）的增
量（判定係數的增量越大，表示其損失群間的相異性越大。
如本研究中，由五群凝聚成四群時其 R-Square 的增量最大，
即表示由五群凝聚成四群時其群間的相異性將有最大的損
失，而使得群間的相異性降低，也因而使得分群的效果不理
想。因此，本研究適當的分群數應為五群）與 (2)偏判定係
數（Semipartial R-Square）的減量（半偏判定係數的遞減
量越大，表示其損失群內的相似性越大。如本研究中，由五
群凝聚成四群時其 Semipartial R-Square 的減量最大，即表
示由五群凝聚成四群時其群內的相似性將有最大的損失，而
使得群內的相似性降低，也因而使得分群的效果不理想。因
此，本研究適當的分群數應為五群）確定適當的分群數。第
二階段則利用第一階段所確定之適當分群數，再經由非階層
式集群分析法（K-Means）針對樣本進行分群。根據上述集
群分析程序，本研究將全體樣本分為五群。各群之特性描述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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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對五個族群進行命名，本研究首先辨識各族群在消
費者決策型態八個基礎區隔變數的差異情況，然後再依各族
群在消費者決策型態得分差異進行族群命名。五個族群在消
費者決策型態因素平均值如表七所示，經由 M ANOVA 變異
數分析，各集群在八個消費決策型態在皆有顯著性差異。經
由以上分析，將族群命名如下：
族群一：

此族群的消費者在休閒娛樂導向因素、流行認知

時尚型

導向平均數較其他各族群相對較高。該特徵

購物決策者

顯示此族群消費者喜好逛街購物、視逛街購物為
一重要休閒活動。

族群二：

此族群消費者在進行消費決策時，在品牌認知、

焦慮型

決策困擾與衝動性導向因素得點顯著較高。顯示

購物決策者

此族群注重品牌，但由於資訊來源的廣泛，常造
成決策上的困擾。

族群三：

此族群消費者進行消費決策時，各因素均較其他

冷漠型

各族群有顯著較低，尤其是休閒娛樂、品牌認知

購物決策者

與流行認知導向因素呈顯著最低。此族群對購物
沒有興趣，且沒有顯著因素導向引導其消費決
策。

族群四：

此族群消費者在進行消費決策時，價格認知導向

經濟方便型

等因素平均值較其他各族群顯著較高 ，而在品

購物決策者

牌認知、休閒娛樂與流行認知等因素則顯著較
低，尤其是流行認知與休閒娛樂導向因素呈顯著
最低。所以此族群消費者不喜好逛街購物，且進
行消費決策時，有較高度價格認知導向。

族群五：

此族群消費者在進行消費決策時品牌認知、品質

謹慎型

認知、休閒娛樂、價格認知、流行認知與決策困

購物決策者

擾等因素平均數較其他各組顯著性較高，尤其是
流行認知、價格認知及決策困擾因素得點之顯著
性最高。顯示此族群勤於接收資訊、喜好逛街購
物、視其為一重要休閒活動，但當進行消費決策
時，會貨比三家，仔細比較產品價格，作出其所
認為明智的抉擇。

(三)消費者決策型態與個人價值觀分析
1. 消費者決策型態與個人價值觀相關分析
消費者決策型態與個人價值觀皆是消費者進行消費決策
時重要心理變數，為了研究兩變數是否有顯著相關，本研究
乃應用相關分析、複迴歸分析進行消費者決策型態與個人價
值觀相關性研究。表八為消費者決策型態與個人價值觀之相
關分析，由表中發現除幸福和諧之價值觀外，其餘六項個人
價值觀與消費者決策型態呈顯著相關。且五十六對消費者決
策 型 態 與 個 人 價 值 觀， 共 有 二 十 一 對 有 顯 著 相 關（ p <
0.05）。其中品牌認知導向與個人價值觀中負責謙恭、成就
與生活及才智能力有顯著性相關，品質認知導向與個人價值
觀中的負責謙恭、成就與生活、平等安和及才智能力四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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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因素名稱
1.品牌認知導向

2.品質認知導向

3.休閒、娛樂導向

4.價格認知導向

5.衝動性導向

6.忠誠習慣性導向

7.決策困擾導向

8.流行認知導向

問

施坤壽

許家銘

消費者決策型態因素

項

因素負荷量

瞭解、認識知名品牌是必須的
產品價格愈高，品質愈好
會選擇國際知名品牌且較昂貴的產品
專櫃或精品店能提供我最好的產品
我傾向於購買銷售最好品牌的產品
會購買有名、具國際性或專家設計品牌
廣告愈多的品牌，愈是我最好的選擇
購買國際知名品牌的產品是最好的

0.747
0.727
0.771
0.701
0.709
0.663
0.659
0.543

獲得高品質產品是很重要的事
我會努力去選購最好品質的產品
我不會花太多心思在購買產品上
我對於產品的標準與期待相當高
我逛街速度很快，會買先發現好的產品
購買產品，我是完美主義者
我購物時，試者作最好、最完美的選擇
我試著去買最高品質的產品

0.672
0.695
−0.628
0.708
−0.616
0.700
0.720
0.701

我會使逛街時間盡可能縮短
逛街購物在我生活中是一件享受的事情
逛街購物浪費我的時間
逛街對我來說是一件愉快的事
我逛街購物只為了好玩

−0.853
0.808
−0.794
0.786
0.671

我會盡可能購買打折商品
我會花時間選購且省下金錢
我購買低價產品甚於時髦、昂貴產品
購物時我通常選擇低價產品
我會仔細尋找符合金錢價值的產品

0.639
0.658
0.587
0.635
0.646

不購買首先看到的產品，是很好的原則
購買商品，我常表現得很衝動
購物時，我會花時間去選購
我在粗心購買後，常會後悔
看到我喜歡的產品，我會馬上行動
我仔細計算每件商品的價錢

−0.702
0.757
−0.737
0.733
0.750
−0.738

我常會改變購買的品牌
發現我喜歡的品牌，我會黏上它
我喜歡到我熟悉的商店購物
我逛街購物時，我會去相同的店
自己喜歡的品牌，我會一買再買

−0.765
0.700
0.741
0.734
0.733

家人或朋友會影響我在產品上的選擇
有許多品牌供我選擇以致使我感到困擾
好朋友的建議我會試著去購買
有時候，選擇購買的商店是困難的
產品的訊息越多，我越難做出選擇

0.656
0.697
0.505
0.656
0.668

買一些有趣、令人興奮的東西是快樂的
我通常擁有流行的商品
流行的、吸引力的風格是重要的
為求變化，我逛不同商店選擇不同品牌
買新的東西像是給自己一份禮物
我會保持我的衣櫃隨著時尚走

0.738
0.702
0.719
0.659
0.666
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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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解釋變異量
(%)

Item-total
correlation

Cronbach α

17.85

0.6635
0.6577
0.7322
0.6282
0.6276
0.6514
0.6021
0.6114

0.881

26.04

0.2716
0.6053
0.5683
0.6008
0.5221
0.6247
0.6197
0.6595

0.854

33.45

0.7322
0.7796
0.7148
0.7391
0.5377

0.872

40.18

0.5347
0.6131
0.5194
0.5863
0.5146

0.696

45.91

0.5657
0.6609
0.6112
0.5930
0.6461
0.6103

0.838

50.53

0.5703
0.6142
0.6208
0.6001
0.6259

0.815

54.10

0.5608
0.6028
0.5265
0.5610
0.5996

0.710

57.48

0.5972
0.6686
0.6753
0.5938
0.5843
0.6975

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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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因素名稱
1.負責與謙恭

2.幸福和諧

3.成就與生活

4.平等安和

5.才智能力

6.誠恕助人

7.自尊與認同

問

個人價值觀因素

項

因素負荷量

乾淨清潔（清爽整潔）
具有愛心（感情豐富、溫柔）
服從（盡職、謙恭）
有禮貌（有理、舉止適度）
負責（可靠、可信賴）
自我控制（自我抑制、自我約束）

0.56
0.55
0.77
0.72
0.56
0.43

幸福（滿足）
內心的和諧（沒有內在衝突）
成熟的愛（性與心靈的結合）
愉快（享受、閒適的生活）
興高采烈（無憂無慮、快活的）

0.62
0.57
0.55
0.61
0.57

舒適的生活（富裕的生活）
充滿活力的生活（刺激、積極的生活）
成就感（持續而久遠的貢獻）
家庭安全（照顧親人）
具有雄心（勤奮的、有抱負的）

0.53
0.73
0.67
0.40
0.62

和平的世界（沒有戰爭與衝突）
美的世界（自然與藝術之美）
平等（人人平等、相親相愛）
國家安全（不受外力侵略）
普渡眾生（得救永生）

0.58
0.46
0.64
0.57
0.70

具有才幹（能力好、做事有效）
富於想像（膽大的、具有創造力的）
獨立自主（自立自足）
具有才智（聰明的、沈思的）
有條理的（一致合理）

0.43
0.62
0.75
0.69
0.49

氣量寬廣（心胸開闊）
勇敢擔當（堅守自己信念與立場）
寬恕饒人（願意原諒別人）
樂於助人（能為別人謀福利）
誠實（誠懇真實的）

0.54
0.46
0.66
0.67
0.50

自我尊重（自尊）
社會的認可（尊重、仰慕）
真正的友誼（親近的同伴）
智慧（瞭解生命的真諦）

0.67
0.45
0.57
0.45

素有顯著性相關，休閒娛樂導向則與成就與生活、誠恕助人
及自尊認同有顯著相關，而價格認知導向與成就與生活、自
尊認同有顯著相關，衝動性導向與負責謙恭、成就與生活及
誠恕助人等價值觀呈現顯著性相關，忠誠習慣性購買導向與
價值觀中的負責謙恭、成就與生活有顯著性相關，而決策困
擾與負責與謙恭及自尊認同價值觀有顯著性相關，而流行認
知導向與價值觀中的成就與生活及才智能力有顯著相關。
上述相關分析雖顯示除了幸福和諧的價值觀與消費者決
策型態不具顯著相關外，其餘六項價值觀因素皆與消費者決
策型態存在顯著相關，假設 1 獲得初步的部分支持。然這只
能說明其個別變數間的相關性，無法完整描述其關係，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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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解釋變異量
（%）

Item-total
correlation

Cronbach α

31.04

0.5378
0.5840
0.6033
0.7455
0.6604
0.5077

0.8314

37.27

0.6079
0.5856
0.5095
0.5859
0.5631

0.7884

42.93

0.5675
0.6158
0.6473
0.5071
0.5486

0.6987

46.59

0.6235
0.5286
0.6582
0.6725
0.5560

0.7407

49.88

0.5217
0.5972
0.6978
0.7454
0.5398

0.7650

53.08

0.5598
0.5819
0.6478
0.6925
0.5550

0.8015

55.94

0.5580
0.5914
0.5749
0.5321

0.7424

研究繼續以複迴歸分析來探討價值觀與消費者決策型態之關
係。為了確實描述價值觀與消費者決策型態之關係，本研究
將控制（排除）人口統計變項對消費者決策的影響力下進行
複迴歸分析。複迴歸分析結果整理如表八所示。
由表八之 M od (1) (3) (5) (7) (9) (11) (13) (15)顯示，各人
口統計變項進入各消費者決策型態之迴歸模式時，除了由報
章雜誌獲取資訊之變項（P3）對各消費者決策型態無顯著影
響外，其餘各人口統計變項對消費者決策型態皆具顯著影
響。而消費者決策型態中的衝動性導向並不會受到人口統計
變項的影響。在人口統計變項中以性別及可支用收入對消費
者決策型態最具影響，而學院別在休閒娛樂及忠誠習慣性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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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消費者決策型態
1.品牌認知導向
2.品質認知導向
3.休閒娛樂導向
4.價格認知導向
5.衝動性
6.忠誠習慣性導向
7.決策困擾導向
8.流行認知導向

群一

群二

群三

群四

群五

F值

Scheffe

2.50
3.32
3.17
3.65
3.21
3.35
2.89
3.64

3.20
3.53
3.11
3.56
3.16
3.36
3.60
3.57

2.31
3.23
2.90
3.21
2.99
2.86
2.73
2.34

2.42
3.48
2.99
3.82
3.13
3.18
3.56
2.46

2.80
3.62
3.27
4.07
3.39
3.61
3.92
3.73

77.6**
17.97**
20.46**
53.28**
25.66**
38.28**
174.0**
305.0**

1235,2345,35,45
1245,235,345,45
135,2345,35,45
1345,2345,345,45
135,2345,345,45
1345,2345,345,45
12345,235,345,45
134,2345,345,45

58
冷漠型
9.63

120
經濟方便
19.93

111
謹慎型
18.44

表八

人口統計變項

P3
P4
P5
P6

消費者決策型態之皮爾森相關分析及迴歸分析摘要
消費者決策型態

表中為標
準化之β

P2

Cus1

Cus2

Cus3

Mod1 Mod2 Mod3 Mod4 Mod5
−0.097
−0.168 −0.155 0.097
-*
**
**
*
0.077 0.080
---#
#
-------

--

−0.127 −0.136
*
*
--

--

Cus4

Cus8

--

--

--

--

--

--

--

--

--

-0.082
#

--

--

--

--

--

--

--

--

--

--

-0.093
*

--

--

-0.099
*

--

--

--

--

0.142
*
0.136
*

0.172
**
0.155
**

--

--

--

--

--

--

--

--

--

--

--

--

−0.123
*

--

--

--

--

--

個人價值觀

0.138
b, **

0.069
#

Vlu2

--

--

--

Vlu3

0.135
b, **

Vlu4

--

0.136
b, **
−0.083
*

Vlu5

0.112
b, *

0.150
b, **
0.110
a, *
0.115
b, *

Vlu6

--

--

Vlu7

--

R2

Cus7

--

0.216
b, **

2.343 5.275
*
**
0.152 0.323

Cus6

--

--

0.089
*
4.74 6.269
**
**
0.214 0.349

Cus5

Mod6 Mod7 Mod8 Mod9 Mod10 Mod11 Mod12 Mod13 Mod14 Mod15 Mod16
0.145 −0.095 −0.093
0.074 0.089 −0.157 −0.143 0.073 0.137
--**
*
*
#
#
**
**
#
**

Vlu1

F值

許家銘

各族群在消費者決策型態因素平均值

集群人數
95
218
集群命名
時尚型
焦慮型
百分比(%)
15.78
36.21
*表達顯著水準 0.05；**表達顯著水準 0.01。

P1

施坤壽

0.069
#
0.082
a, *

0.204
b, **

0.118
b, **
0.071
#
0.111
b, **

--

--

---

--

-−0.131
b, **
0.119
b, *
2.433 4.107 1.926
*
**
#
0.155 0.289 0.138

0.099
a, *
1.984
0.676
*
0.205 0.082

0.108
b, **
--

0.109
#
0.121
*

0.114 −0.205 −0.143
#
**
*
0.131 −0.102
-*
#
0.132
-b, **
--

--

--

0.289
b, **

--

--

--

--

--

--

0.138
b, **

−0.100
a, *

--

--

--

--

--

3.556 1.588
**
#
0.270 0.117

2.450 4.325
**
**
0.225 0.204

0.110
a, **
3.735
**
0.276

-2.861 6.551
**
**
0.167 0.356

∆R2
0.171
0.135
0.134
0.067
0.188
0.108
0.072
0.189
註：1. cus1：品牌認知、cus2：品質認知、cus3：休閒娛樂、cus4：價格認知、cus5：衝動性、cus6：忠誠習慣、cus7：決策困擾、cus8 ：
流行認知；vlu1：負責謙恭、vlu2：幸福和諧、vlu3：成就與生活、vlu4：平等安和、vlu5：才智能力、vlu6：誠恕助人、vlu7：自
尊與認同；p1：性別、p2 ：由電視廣告獲得資訊、p3：由報章雜誌獲取資訊、p4：學院別（理工農、文商管）、p5：低可支用收
入、p6：中可支用收入。
2.
註 1 的人口統計變項皆為類別變數，故將其設為虛擬變數進行迴歸分析，其中性別（P1）：男（1）、女（0）；資訊來源：
由電視廣告獲得資訊（P2）、由報章雜誌獲取資訊（P3）、其他（網路、朋友…等）；學院別（P4）：理工農（1）、文商管（0）；
可支用收入：低可支用收入（P5）（5000 元以下）、中可支用收入（P6）（5000 − 7000）、高可支用收入（7000 以上）
3.
*表達顯著水準 0.05；**表達顯著水準 0.01；#表達顯著水準 0.1； --表未達顯著影響；a 表皮爾森相關分析達 0.05 顯著水準；
b 表皮爾森相關分析達 0.01 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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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具有顯著影響情況。綜合言之，人口統計變項對消費者決
策型態具有顯著的影響。
確定人口統計變項顯著影響消費者決策型態後，為了確
實描述價值觀與消費者決策型態之關係，故控制人口統計變
項對消費者決策型態之影響是必要的。表八M od (2) (4) (6) (8)
(10) (12) (14) (16)即為控制人口統計變項下，個人價值觀進入
消費者決策型態的迴歸模式。表八結果顯示七個個人價值觀
皆顯著影響消費者決策型態，其中共有二十六對具有顯著的
影響關係，而在二十六對中裡的二十一對更與相關分析中的
二十一對顯著相關完全吻合，使得價值觀與消費者具有顯著
相關的假設（假設 1）得到更確切的支持。對於在排除人口
統計變項之影響力後，由本來不具顯著關係轉變為具有 0.05
顯著水準關係的有：平等安和價值觀與休閒娛樂導向之關係
及自尊認同價值觀與品質認知導向之關係。

八個代表性消費者決策型態因素。分別為品牌認知導向、品
質認知導向、休閒娛樂導向、價格認知導向、衝動性導向、
忠誠習慣購買導向、決策困擾導向、流行認知導向。並以八
個消費者決策型態構面因素為基礎變數，經由集群分析得到
描述臺灣地區大學生五個互異的消費決策族群，分別為：時
尚型消費決策族群、焦慮型消費決策族群、冷漠型消費決策
族群、經濟方便型消費決策族群及謹慎型消費決策族群。而
所獲得的臺灣地區大學生八個消費決策型態與 Sproles and
Kendall (1986) 所 獲 得 美 國 學 生 八 個 消 費 者 決 策 型 態 及
Durvasula et al. (1993)所獲得紐西蘭學生八個消費者決策型態
類似，但各因素在解釋變異程度上的大小有所出入，美國較
高的前三個因素分別為品質認知、品牌認知導向與休閒娛樂
導向；而紐西蘭較高前三個因素分別為、品質認知導向、衝
動性導向與休閒娛樂導向；又臺灣較高前三個分別為品牌認
知、品質認知、休閒娛樂導向。究其原因，可能與各國的文
化習性和經濟發展程度有關（Hafstrom et al., 1992; Durvasula
et al., 1993; Fan and Xiao, 1998），而臺灣學生對於品牌認知
導向的消費決策在八個消費決策型態導向中最為明顯，顯示
臺灣由於持續的經濟發展，使得學生的消費能力日益提高，
再加上長期的品牌即代表身份的文化，使得臺灣學生在品牌
認知導向的消費決策型態之呈現最為顯著。有關臺灣、美國、
紐西蘭、韓國及中國大陸學生之消費者決策型態因素比較整
理如表十所示。在個人價值觀方面，本研究應用 Rokeach (1973)
的價值觀量表，經由因素分析結果，發現臺灣地區大學生共
有七個代表性的個人價值觀，分別為負責謙恭、幸福和諧、
成就與生活、平等安和、才智能力、誠恕助人及自尊與認同。
其中以負責謙恭的價值觀最為臺灣大學生所認同（其解釋變
異量達 31.04%），這可能由於臺灣長期的教育文化使然，教
導學生要能成為一個乾淨清潔、具有愛心、服從、有禮貌、
負責且能自我控制的人，因而自然而然的在個人心中形成負
責謙恭的主要價值觀。
而有關消費者決策型態與個人價值觀之關係的探討，本
研究實證結果發現：
(1) 具有以個人為中心取向的價值觀，如「負責謙恭」、
「才
智能力」表現個人能力的價值觀，及表現個人內心價值
之成就及生活品味的「成就與生活」價值觀，顯現於消
費決策上，則對品牌與流行的認知較重視且常呈現忠誠
度及習慣性的表現 。其可能原因為 ，一般臺灣民眾仍

2. 不同消費決策型態族群在個人價值觀之差異分析
為了探討五個不同消費決策型態族群在個人價值觀是否
有顯著差異，本研究先以 ANOVA 變異數分析進行檢定，最
後應用雪費（Scheffe）事後檢定探討各族群在價值觀因素差
異狀況。五個族群在個人價值觀因素平均值如表九所示，經
由 ANOVA 變異數分析，各集群在平等安和、誠恕助人無顯
著差異，而在負責謙恭、成就與生活、幸福和諧、才智能力
與自尊認同等五個個人價值觀上有顯著性差異。對負責謙恭
價值觀而言，謹慎型族群顯著性高於其他各族群，且焦慮型
高於時尚型族群。而幸福和諧價值觀方面，謹慎型族群顯著
性高於其他各族群。又以成就與生活價值觀的觀點而言，謹
慎型族群、時尚型族群與焦慮型族群平均值顯著性高於經濟
方便型族群。就才智能力價值觀而言，冷漠型與經濟方便型
族群顯著低於，謹慎型族群、時尚型族群與焦慮型族群。而
在自尊認同價值觀方面，謹慎型族群顯著高其他各族群。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應用 Sproles and Kendall (1986)所發展出消費者型
態問卷（CSI）探討臺灣地區大學生在進行消費決策時，內心
所表現出的消費決策型態。研究結果發現臺灣地區大學生有

表九

消費者決策型態族群與個人價值觀變異數分析表

時尚型

焦慮型

冷漠型

經濟方便型

謹慎型

F值

Scheffe 檢定

負責謙恭
幸福和諧

3.935
4.254

4.155
4.240

4.055
4.227

4.081
4.257

4.291
4.437

5.128**
2.849*

12,15,25,35,45
15,25,35,45

成就與生活

4.183

4.195

4.041

4.012

4.332

7.188**

14,15,23,24,25,35,45

平等安和

3.981

3.928

3.914

3.882

4.020

0.878

--

才智能力

4.225

4.240

4.052

4.073

4.306

4.118**

14,23,24,35,45

誠恕助人

4.219

4.235

4.148

4.200

4.364

1.934

--

自尊認同

4.366

4.376

4.237

4.319

4.570

5.057**

15,25,35,45

*表達顯著水準 0.05；**表達顯著水準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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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消費者決策型態

施坤壽

許家銘

臺灣、美國、紐西蘭、韓國及中國大陸學生消費決策型態之比較

臺灣

美國

紐西蘭

韓國

中國大陸

1.品牌認知導向

** (1)

2.品質認知導向

** (2)

** (2)

**

**

**

** (1)

** (1)

**

**

3.休閒娛樂導向
4.價格認知導向

** (3)

** (3)

** (3)

**

**

**

**

**

**

**

5.衝動性

**

**

** (2)

**

--- b

6.忠誠習慣性導向

**

**

**

**

--- c

7.決策困擾導向

**

**

**

**

**

8.流行認知導向

**

**

**

--- a

--- d

註： **具有該消費決策型態因素
( ) 表示該地區前三項解釋變異程度較大之消費者決策型態因素
--- 表示該地區並無該項消費者決策型態因素
a：
根據 Hafstrom et al. (1992)的解釋，其認為韓國學生可能將品牌與流行認知導向的消費決策視為類似的決策行為。
b：根據 Fan and Xiao (1998)整理相關文獻 Sproles (1986)和 Hafstrom et al. (1992)的研究結果，提出一個修正的消費者決策型態衡量
問卷（CSI）（包含 7 個消費決策導向構面因素），其中衝動性導向中的問項涵蓋著習慣性導向的問項。Fan and Xiao (1998)實證
結果，中國大陸學生並沒有衝動性導向的消費決策型態，其認為主要的因素在於經濟發展與文化上的差異，中國大陸屬於開發中
國家，因此一般學生的消費能力較不足，再加上文化上的差異，因此中國大陸學生並沒有顯著的衝動性導向之消費決策型態呈現。
c：
Fan and Xiao (1998)提出修正的消費者決策型態衡量問卷（CSI）中（包含七個消費決策導向構面因素），其中衝動性導向中
的問項涵蓋著習慣性導向的問項，因此其實證結果也顯示中國大陸學生並沒有顯著的忠誠習慣性導向之消費決策型態呈現。
d：Fan and Xiao (1998)實證結果顯示中國大陸學生並沒有顯著的流行認知導向之消費決策型態呈現，其可能原因為流行認知導向與
休閒娛樂導向相關程度較高，可能因而造成中國大陸學生在流行認知導向之消費決策型態呈現並不顯著。

然有品牌即身分與品味的象徵 ，且跟上時代脈動的趨
勢，其表現於外更能顯示出個人的能力。
(2) 在品質認知消費決策上，除了受到以個人為中心的價值
觀（「負責謙恭」、「才智能力」、「成就與生活」）
影響外，對於具有以社會和人際關係為中心的社會價值
－「平等安和」、「自尊與認同」等價值觀，其在消費
決策上對品質的要求也相當重視。
(3) 對於以追求個人生活舒適及滿足的「成就與生活」價值
觀，及注重人際關係的「自尊與認同」價值觀，會將消
費視為休閒娛樂，且常有衝動性的決策表現。相對的，
如具有「平等安和」、「誠恕助人」等以社會為中心及
重視道德的價值觀，則較不會將消費視為休閒娛樂。
(4) 在具有以個人為中心的「成就與生活」價值觀中，其有
時以個人家庭安定為考慮的前題，因此在消費決策上，
時而出現重視價格的表現。而在具有以社會和人際關係
取向的「自尊與認同」價值觀，其常會為了得到社會的
認同和真正的友誼，因而在價格認知的消費決策上，也
會有所考量。
(5) 對於具有「負責謙恭」表現個人能力的價值觀，及重視
社會人際關係的「自尊與認同」價值觀，常會因良好關
係，所消費訊息的來源較為廣泛，但也常會為了表現個
人謙恭與負責的形象，以獲得良好的社會人際關係，而
在消費決策上，出現因訊息廣泛而造成決策上的困擾。
以上將消費決策型態因素與個人價值觀因素之關係加以
綜合說明，而以消費者決策型態為基礎變數所區隔之五個互
異的消費決策族群，在個人價值觀之差異分析可以獲得對年
輕消費族群進一步描述，試將結果整理如下並說明五個消費
族群在銷售策略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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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族群一：時尚消費決策型
此族群九十五人占總樣本 15.78%，此族群消費者在休閒
娛樂導向因素 、流行認知導向平均數較其他各族群相對較
高。此族群特徵顯示此族群消費者喜好逛街購物、視其為一
重要休閒活動。而價值觀方面，著重於負責與謙恭價值觀成
就以及生活價值觀。而幸福和諧價值觀相對較低。此消費族
群願意花大量時間與精力於購物活動上，但與謹慎型消費族
群不同的是此族群在進行消費決策時，只要產品的品質、價
格、流行等因素符合其所認知的期望就會表現衝動性購買消
費決策，在消費價值觀中著重充滿活力、刺激與積極的生活。
近年來，此族群在銷售策略涵意已逐漸受到重視；銷售
策略應針對其高度休閒娛樂導向特性，重視購物周遭環境與
商店軟硬體設施以提高顧客惠顧（Bellenger and Korgaonkar,
1980）；對於衝動性導向，Stern (1962)曾提出幾個與商品相
關能誘使消費者發生衝動性購買的因素有下列幾項：(1)價格
低、(2)大量流通、(3)自動服務、(4)大量的廣告、(5)凸顯的
商品擺設、(6)產品生命短、(7)體積小、(8)易於儲藏等。所以
要吸引此族群消費者，銷售策略應由以上幾點著手；如座落
在商圈的百貨公司與購物中心，便能有效吸引此族群消費
者。
2. 族群二：焦慮消費決策型
此族群共二百一十八人占總樣本 36.21%，此族群消費者
在進行消費決策時各因素平均數均較其他各組相對為高，在
決策上，常因資訊過多產生困擾，但品牌認知與忠誠習慣導
向因素得點較其他群組顯著較高。顯示此族群在決策上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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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困擾，但能注重品牌忠誠性；而價值觀方面，著重於負責
與謙恭價值觀以及成就與生活價值觀。
由於科技進步，廣告媒體提供消費者豐富的產品資訊，
此消費族群越來越多，也越受行銷人員的重視。這類消費者
會注重有關產品相關資訊，作為消費決策參考。然而也因此
造成決策困擾，甚至作出低品質的決策。此類消費者注重工
具價值以及成就與生活價值觀，但卻忽視內心和諧。 Tatzel
(1982)曾提到焦慮型的消費者（anxious consumers）對於消費
有高度動機，但缺乏進行消費購物技巧，因此銷售策略應著
重消費者信心的建立，強調廣告的訊息，除了明確傳達產品
訊息，以引起消費者注意外，更應加強消費者心理建設，強
調此消費決策為明智的選擇。在商店促銷方面，應加強人員
促銷，以提供顧客良好的協助與信心的建立，保持與顧客良
好的互動。
3. 族群三：冷漠消費決策型
此族群共五十八人占總樣本 9.63%，此族群消費者進行
消費決策時，各因素均較其他各族群顯著性較低，尤其是休
閒娛樂與價格認知導向兩因素呈顯著性最低。價值觀以成就
生活與幸福和諧相對較低。
此類型消費者在進行消費決策時，沒有明顯消費決策導
向，不考慮品牌、流行、價格等因素，對於逛街購物沒有興
趣。在價值觀方面也無顯著性表現。此一族群只有在問題發
生時，進行決策解決需要，屬於問題解決型。所以廠商應針
對此目標顧客需求，將商店設在消費者可輕易到達處，例如
廣設便利商店，強調商品多樣性。使消費者可以輕易解決個
人的需求及問題。
4. 族群四：經濟方便消費決策型
此族群共一百二十人占總樣本 19.93%，此族群消費者進
行消費決策時在品質認知、價格認知導向等因素上，平均數
較其他各組顯著性較高，尤其是價格認知導向因素明顯顯著
性最高而在品牌認知、休閒娛樂與流行認知等因素有顯著性
較低，尤其是流行認知導向因素呈顯著性最低。價值觀方面
以負責與謙恭價值觀為最高，而成就與生活價值觀較低。
此族群在樣本上性別無差異，在進行消費決策時有很高
價格認知，價值觀注重負責與謙恭，不重視成就與生活。且
不會花太多時間於購物消費上。所以要吸引此類型消費者，
應採低價策略，並能提供豐富產品給消費者，以滿足顧客經
濟、方便的需求。如近年來流行的大賣場規劃，即以低價且
豐富大量的產品，獲得消費者青睞。
5. 族群五：謹慎消費決策型
此族群共一百一十一人占總樣本 18.44%，此族群在進行
消費決策時，以休閒、娛樂認知導向與價格認知導向較其他
各族群呈顯著性最高，流行認知導向較其他各族群呈顯著性
較高。價值觀部份，著重於成就與生活與幸福和諧，而負責
與謙恭價值觀相較其他各族群呈顯著性較低。
此族群對於購物非常有興趣，也極有經驗，視購物為一
項重要的休閒活動，願意花大量時間與精力於購物活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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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進行消費決策時，非常謹慎，面對欲購買的產品會仔細
尋找符合金錢價值的商品，且認為如果多花時間選購，會做
出更好的購買且省下金錢。從個人價值觀中可發現，此族群
消費者注重成就與生活價值觀，偏好閒適、無憂無慮的生活
享受。所以此族群的消費者在銷售策略的涵意；首先應針對
此消費族群為高度休閒、娛樂導向特性，吸引此消費族群惠
顧；Kotler (1973)指出「氣氛」（atmospherics）為吸引休閒
娛樂型消費者的關鍵。Bellenger and Korgaonkar (1980)也曾指
出休閒、娛樂型消費者對零售業的重要性，有效的銷售策略
應注重購物環境的舒適，包括購物地點週邊環境：如交通方
便性、購物環境完整性，以滿足顧客逛街購物的樂趣。此外，
須注重商店的軟、硬體設備，如商品的多樣化，店面裝潢、
擺設的吸引力，以滿足顧客追求時尚、流行的心，講求有效
店面促銷（in-store promotion）。此消費族群具高度價格認知
導向，所以商店產品價格必須採低價策略，使價格確實符合
商品價值或比其同業便宜。如一些座落於商區的折扣商店能
有效滿足此顧客群需求。

(二)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所探討消費者決策型態，是指研究對象進行消費
決策時在認知、情感導向上的心理特徵，也是消費者在消費
者社會化過程後，內心所顯現決策準則的認知情況，屬於消
費者價值研究，沒有考慮消費者決策過程中相關變數影響，
未來研究可以增加消費者在進行消費決策時，其掌握資源（經
濟資源、時間資源與認知資源）與其他情境因素對消費者決
策型態影響。此外，本研究希望針對消費者決策型態（決策
導向）與相關研究（Hafstrom et al., 1992; Durvasula et al., 1993;
Fan and Xiao, 1998）結果作一比較，故採用與這些研究類似
的樣本對象－大學生為本研究的樣本。未來研究可以擴展到
不同年齡層，如 Y 世代或銀髮族等，藉此暸解不同年齡層消
費者消費決策型態導向，使其消費決策更合理化，也能比較
消費者決策型態導向在不同年齡層的差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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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implement the G.B. Sproles & E.L. Kendall's consumer style inventory to study the students' values and the behavior of the
decision styles in the process during they purchasing.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1) There are eight consumers' decision styles that consist of
conception of brand, conception of quality, entertainment, conception of price, emotional behavior, loyalty, overloading of information, and
conception of fashion. (2) Based on there eight dimensions, the students can be separated into five consuming groups which include: careful group,
fashion group, anxious group, economic and convenient group, and unconcerned group. (3) They show that some of variables of demographic (i.e.,
sex. college, disposal money per month)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consumers' decision style. This phenomena also happens on the personal values
(responsibility and respectful, bliss and harmonious, accomplishment and life, equality and composed, intelligence and capability, sincere and help
to others, self-respect and identification). (4) Five consuming groups appear different conception of value partially.
Key Words: consumers' decision styles, personal values, Taiwan, students of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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