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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消費者的決策過程包括﹕需求確認、資訊尋求、資訊處理、購買前可行

方案評估、購買、購買後可行方案評估、處置等七個步驟。其中資訊尋

求的步驟對消費者評估是否購買該產品有決定性的影響。而在產品外部

線索中，產品來源國和品牌都是消費者最常用來評估的依據。由以上看

來，產品來源國、品牌知名度的高低，都會影響到消費者的購買決策。

因此，基於產品來源國和品牌對消費者購買行為上是重要的外部線索，

而且我們所選擇的產品─PDA，又是屬於 e 世代極具創新性的產品，再

加上目前很少有文獻更進一步指出這三者對購買決策過程中資訊尋求的

影響。因此本論文將針對以上三項變數，來探討其對消費者資訊需求之



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產品來源國對消費者資訊需求確實有影響。消費

者面對開發中國家的產品時比面對已開發國家需要更多種類的資訊，且

消費者在面對開發中國家時也比面對已開發國家需要更多資訊量。此

外，產品創新性認知的不同對消費者資訊需求確實有影響。當消費者認

知產品創新性高時比消費者認知產品創新性低時需要更多種類的資訊，

且消費者認知產品創新性高時也比消費者認知產品創新性低時需要更多

資訊量。最後，品牌知名度認知的不同對消費者資訊需求確實有影響。

當消費者認知品牌知名度低時比消費者認知品牌知名度高時需要更多種

類的資訊，且消費者認知品牌知名度低時也比消費者認知品牌知名度高

時需要更多資訊量。  

摘要

(英) 

The decision process of consumers includes seven steps: need recognition、search 

for information、information process、prepurchase evaluation、purchase、

postpurchase evaluation。Among them, search for information makes a critical 

impact on consumer’s evaluation。Among product external clues, country-of-

origin and brand are the basis which consumers use for evaluation most frequently. 

This shows country-of origin and the level of known-brand will effect the purchase 

decision of consumers. On the basis of country-of origin and brand are critical 

external clues of consumers; and the product we choose─PDA is most innovative 

product; and there are few references which point out that three factors make a 

impact on purchase decision process. So my paper will discuss the impacts of 

these three factors on consumers’ demand of inform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 

shows that country-of origin made impacts on search for information of 

consumers. When consumers face the product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y, they 

require more kinds of information and more quantity of information than when 

they face developed country. The difference of recognition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de impacts on search for information of consumers. When they recognize 

product innovation higher, they require more kinds of information and more 

quantity of information than when they recognize product innovation lower. The 

difference of recognition of known-brand made impacts on search for information 

of consumers. When they recognize known-brand higher, they require more kinds 

of information and more quantity of information than when they recognize know-

brand lower.  

論文

目次 

目錄???????????????????????????I 表次???????????????????????????III 圖

次???????????????????????????IV 第壹章緒論??????????????????1 第一節研

究動機???????????????????1 第二節研究目的???????????????????3 第貳章文

獻探討????????????????4 第一節產品來源國相關文獻??????????????4 第二

節產品創新性相關文獻??????????????9 第三節品牌相關文

獻?????????????????14 第四節消費者之資訊尋求相關文獻???????????17 第

五節 產品來源國、產品創新性、品牌知名度與消費者資訊需求相關文

獻?????????????????? 24 第參章研究方法????????????????27 第一節研究架

構與假設????????????????27 第二節變數之操作性定義與衡

量????????????30 第三節抽樣設計與資料收集??????????????33 第四節資料

分析方法?????????????????34 第參章資料分析結果??????????????36 第一節



樣本描述與信度測試??????????????36 第二節產品來源國對消費者資訊需

求影響之統計分析結果?40 第三節產品創新性認知對消費者資訊需求影

響之統計分析結果??????????????????????43 第四節品牌知名度認知對消費

者資訊需求影響之統計分析結果??????????????????????47 第五章結論與建

議???????????????50 第一節研究結論???????????????????50 第二節本研究對

行銷實務上之涵義???????????55 第三節後續研究建議?????????????????58 

參考文獻??????????????????????? 59 附錄????????????????????????? 62 表次 

表 2-1-1﹕主要國家 GDP------------------------------------------------------7 表 2-1-

2﹕產品來源國之分類-------------------------------------------------8 表 2-1-3﹕產

品來源國之定義-------------------------------------------------8 表 2-2-1﹕產品創新

性定義----------------------------------------------------12 表 2-2-2﹕產品創新性衡

量面-------------------------------------------------13 表 2-3-1﹕品牌的定義-----------

-----------------------------------------------15 表 2-3-2﹕品牌知名度的定義----------

---------------------------------------16 表 2-4-1﹕消費者外部資訊來源之類型-----

--------------------------------21 表 4.1﹕本研究之有效樣本結構----------------------

-----------------------35 表 4.2﹕產品創新性變數之信度表---------------------------

---------------37 表 4.3﹕品牌知名度變數之信度表-----------------------------------

-------38 表 4.4﹕產品來源國對消費者資訊需求影響之統計分析表-----------

-40 表 4.5﹕產品創新性認知敘述統計表---------------------------------------43 表

4.6﹕產品創新性認知對消費者資訊需求影響之統計結果分析表--------------

---------------------------------------------------------------------------44 表 4.7﹕品牌知

名度認知對消費者滋勳需求影響之統計分析表------47 表 5.1﹕本研究假設

與結果彙總---------------------------------------------52 表 5.2﹕不同產品來源國

之行銷建議---------------------------------------53 表 5.3﹕不同產品創新性認知

之行銷建議---------------------------------54 表 5.4﹕不同品牌知名度認知度對

行銷之建議---------------------------55 圖次 圖 2.1﹕來源國形象對信念─態度

之模型-----------------------------------5 圖 2.2﹕Henderson & Kim 之創新性架構

------------------------------------9 圖 2.3﹕EKB 模式的資訊搜尋流程---------------

---------------------------17 圖 2.4﹕購買決策的資訊來源------------------------------

------------------19 圖 3.1﹕本研究架構圖------------------------------------------------

---------26 圖 3.2﹕本研究之重要資料分析方法--------------------------------------

-34  

參考

文獻 

1.李正綱，「消費者對不同來源國產品品質態度之研究」，交大商管學

報，第一期，第三卷，1998 年，頁 67-84。 2.林雲宏，「消費品類型、創

新類型與新產品行銷策略關係研究」，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博士論

文，1994 年。 3.林如瑩，「風險降低策略於網路購物之研究─以實驗室

實驗法探討」，中央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 4.易重

威，「廣告參考價合理性與品牌知名度對消費者購買行為的影響」，台

灣大學商研所碩士論文，1998 年。 5.翁明祥，「技術創新過程中行銷、

研發及製造人員合作方式與技術創新績效關係之研究」，國科會管理論

文選集，1996 年，頁 187-218。 6.翁明祥，「產品新穎性、研發團隊組成

與運作對產品心績效之影響」，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劃成

果報告，1998 年 7.陳仲熙，「產品知識及來源國形象對顧客滿意度之影

響」，政治大學國際貿易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 8.陳禹璋，「產品



來源國、品牌知名度與參考價格對知覺風險之影響」，成功大學企業管

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年。 9.陳振燧，「產品概念策略、品牌命名策

略和來源國效果影響品牌權益建立之研究」，輔仁大學管理評論，第二

期，第十九卷，2000 年五月，頁 35-56。 10.陳廣山，「人格特質與人口

統計變數對網路購物知覺風險、降低知覺風險策略之影響」，交通大學

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 11.黃瑞群，「消費者購買行動電話之

資訊搜尋行為研究」，輔仁大學管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 12.劉

茂松，「產品來源國、論點品質及認知需求對溝通效果之影響」，交通

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年。 13.謝志偉，「產品設計國、組

裝國、主要零件來源國對消費者行為之影響，1995 年。 14.Abernathy, W. 

J. and Clark, K., “Pattern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Technology Review, 1978, 

June-July, pp.40-47. 15.Alan,K.M.Au,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Country-of-

Origin On Product Evaluations﹕A Study On Chinese Consumers.”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Conference, Taipei, National 16.Ali, A “Pioneerint Versus 

Incremental Innovation﹕Review and Research Propositions,”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1994, 11, 46-61. 17.Bilkey, W. J. and E.Nes, “Country-

of-Origin Effect on Product Evalua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2, 13, pp.89-99. 18.Cordell, V. V., “Interaction Effects of Country-

of-Origin with Branding, Price, and Perceived Performance Risk,”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nsumer Marketing, 1993, 5, pp.5-20. 19.Crawford, J. C. and J. R. 

Lumpkin, “Enviromental Influences on Country-of-Origin Bias,” In L. A. 

Heslop (ed.), Product-Country Image﹕Impact and Role in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New York, NY﹕International Business Press, 1990, pp.341-356. 

20.Dunn, M. G. , P. E. Murphy, and G. U. Skelly, “Research Note﹕Th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Risk on Brand Preference for Supermarket Product,” 

Journal of Retailing, 1986, 62, pp.35-42. 21.Han, C. M., “The Role of Consumer 

Patriotism in the Choice of Domestic Versus Foreign Products,”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1988, pp.25-32. 22.Han, C. M., “Country Image﹕Halo or 

Summary Construct ? ”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9, 26, pp.222-229. 

23.Henry, Assael, “Consumer Behavior And Marketing Action”, International 

Thomson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24.Johansson, J. K., S. P. Douglas and I. 

Nonaka, “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Country of Origin on Product Evaluation﹕A 

New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5, 22, 

pp.388-396 25.Manu, F. A. and Sriram. V. “Innovation, Marketing, Strategy, 

Environment, an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1996, 35, pp.79-

91.  

論文

頁數 
69 

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轉檔

日期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異動

記錄 
M admin Y2008.M7.D3 23:17 61.59.16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