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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政府廣推文創，也有許多品牌隨著文創的風潮，應聲而起，尤其林立了許許
多多年輕的新品牌，這些品牌多以美觀吸引人的包裝設計呈現在顧客面前，並在其中融
入文化創意，達到吸引消費者的目的。販賣台灣茶的京盛宇，堅持傳統，卻不拘泥於傳統，
將台灣茶與文化創意做結合，呈現在包裝設計上，在數年內迅速發展。於是，本研究假
定京盛宇的蓬勃發展，與其本身的品牌形象有密切關連，以此為前提下，探討企業如何
形塑品牌概念，賦予商品額外的文化意涵，並增加其附加價值，進而刺激消費者購買意
願。

1

壹、 緒論

Journal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 Arts,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Arts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報

2017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茶的發展甚早，是早期台灣外銷的大宗商品，但隨著時代演進，台灣歷經經濟
轉型，茶葉外銷市場漸縮，反而台灣人所得提高，更注重生活品質，增進了台灣茶的內
需市場。各種茶類產品的推陳出新，使得市場陷入一片紅海競爭。為提升競爭品質，各
企業紛紛提高對品牌形象的重視，以吸引變得越來越挑剔的消費者。近年來，又正值政
府提倡文化創意產業，消費者購買行為，在也不僅僅限制於其產品的功能性，對於產品
的趣味性、審美性以及品牌更是引起購買慾望的因素。
本研究選擇台灣文創案例「京盛宇」為研究對象，京盛宇利用品牌、文化創意開拓
新的一片台灣茶葉市場，結合創意的思維行銷傳統，成功在短短幾年內打響名號，並成
為金馬獎 50 週年指定茶品牌，儼然成為台灣茶葉產業的新指標，因此本研究以此指標做
分析研究。

二、研究問題
（一）經營一個新興茶飲文創公司，如何成功刺激消費者購買意願。
（二）品牌形象和企業識別如何影響消費者之購買意願。

三、研究目的
以「京盛宇」為例，研究目的包含以下幾個方向 :

（一）研究品牌形象對京盛宇品牌購買意願的關連性。
（二）研究企業識別對京盛宇品牌購買意願的關連性。
（三）依據上述分析結果，提出行銷相關建議，以提供新興茶飲品牌目標市場及
制定行銷策略之參考。

四、研究重要性
職場上充斥的各種互相競爭的同行，茶飲亦是如此。本研究以京盛宇為例，探討一
家公司是如何刺激消費者的購買意願進而使經營成長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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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假設
願的關聯，本研究假設 :
H1：品牌形象對於消費者購買意願有顯著差異
H2：各項企業識別因素 (BI、MI、VI) 對於購買意願有顯著差異

七、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企業識別」及「品牌形象」為操作型定義作為影響消費者購買意願之因 素，其
他相關因子不列入本研究考量。
（二）僅以台灣國內內銷市場為研究範圍，其研究成果無法類推至其他消費環境或國 外
市場。

八、名詞釋義
（一）品牌形象
品牌形象是消費者透過企業行為獲取及記憶中解釋品牌信號的結果、主要為消費者
使用過的記憶中品牌經驗，也是顧客做決策的重要依據。( 陳貞玲 ,2004)

（二）企業識別 (Corporate Identification System:CIS)
企業識別系統是將企業經營理念與精神文化，運用整體傳達系統，傳達給企業周遭
的關係者或團體 ( 包括企業內部與社會大眾 ) 並掌握使其對企業文化產生一致性的認同感
和與價值觀。也就是結合現代設計觀念與企業管理理論的整體性運作，以刻劃企業的個
性、突顯企業的精神，使消費者產生深刻的認同感，而達成促銷目的之設計系統。( 林磐
聳，1985)

（三）理念識別 (Mind Identity:MI)
係表企業之經營使命及理念，其為企業的經營理念，也是 CIS 的基本精神所在。其
內涵有經營信條、精神標標語、企業風格文化、經營哲學與方針策略。它 是據以建立團
體識別系統之因子或原動力。而理念識別之目的，即在於清楚界定 企業的經營理念，俾
公司所有員工均能對之有所瞭解，進而實踐，以為企業識別 之基礎。

（四）行為識別 (Behavior Identity:BI)
( 陳貞玲 ,2004) 係表組織進行之管理活動 ( 如 : 教育訓練、研發 ... 等 ) 為動態的識別
形式。對內有幹部教育、員工教育、工作環境、職工福利等，對外顧及市場調查、促銷
活 動、溝通對策及公共文化活動。在「理念識別」的主導下所建立的「活動識別」， 可
使團體成員之特殊品質、儀態、風範、處事原則都能受到有形無形之共同規範 或模式，
以求達到「識別」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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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識別符號、色彩等設計成具體之視覺傳達，為靜態的識別符號。其基本要素有企
業名稱、商標、標準體、標準色、圖案等。「視覺識別」是以「理念識 別」為主體、以「活
動識別」為基礎，所建立的具體而獨特的整體視覺傳達形式， 它特別強調個別的象徵力
或代表性，也特別重視完美的整體性或統一。

（六）購買意願
Doddset et al(1991) 認為，購買意願是指消費者願意去購買該產品的可能性。Morwitz
and Schmittlein(1992) 指出在行銷研究中，購買意圖經常被拿來使用做為預 測購買行為的
衡量。Schiffman&Kanuk(2004) 指出，購買意願乃衡量消費者購買某項產品之可能性，購
買意願越高即表示購買的機率越大，反映出正面購買意願的消費者，將形成正向的承諾。
Spears and Singh(2004) 認為，購買意願係指個人想要購買產品的計畫。所謂「購買意願」，
指的是消費者對整體產品的評價後，所產生某種交易作為，是對態度標的事物，採某種
行動之感性反應。

貳、 文獻探討
一、茶飲發展
1970 年代中期，由於世界經濟變動以及台灣內部經歷社會，文化重要轉折等 諸因素，
史無前例地轉變為以內銷為主的產銷結構，擺脫長期被殖民的經濟角色。 在此經濟條件
前提下， 在於台灣民間社會中的「老人茶」小壺品茗習性，於 1970 年代中期以後，在台
灣社會一片懷鄉、尋根熱潮中興起 , 成為都市中產階級生活 中的休閒、社交、消費活動。
在茶業經營者與新一代茶藝文化工作者的努力推廣 之下，致力於台灣當地飲茶風氣的普
及化和生活習慣的養成，並逐漸發展出適合 台灣現代社會的飲用方法、消費法則、茶具
配備，以及更進一步的藝術美感表現、 禮儀與價值觀等。除了品茗習性的普遍化與消費
方法的大眾化之外，更走上精緻 性、富文化氣習的發展路線。是台灣民間本土習性或文
化，在趨向現代化 ( 西化 ) 的都市社會與大眾生活中，重新獲得發展生機。

二、品牌形象
（一）品牌形象
在這個科技與競爭的時代，消費大眾逐漸面對的，是一個充斥相近的設計與功能，
而又價格多重、選項廣泛的產品市場。很清楚的，當產品在價格上、品質上和功能上並
無明顯的高下時，購買的動機將逐漸為品牌及其生產者的聲譽所影響。由此可見，品牌
形象已成為消費者購買產品的重要決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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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牌形象之定義
牌認知之概念，而將品牌聯想分為三類 ; 屬性 (Attitudes)、利益 (Benefits)、 態度 (Attitude)。

三、企業識別
（一）企業識別
日本 CIS( 企業識別系統 ) 規劃大師中西元男先生稱企業 CIS 規劃導入是 一項經營科
學的認知，不僅僅在象徵企業圖騰射地的變更，而是強調企業意識的 改革，企業體制的
改善，以及企業其真善美的追求，同時也是一項要求企業經營必須要有與時俱進求變創
新的觀念，要符合時代進步潮流的演變。

（二）企業識別之定義
CIS( 企業識別系統 ) 是運用視覺設計，將企業的理念與特質予以視覺化、規格化、
系統化，以塑造具體的企業形象及發揮組織整體效能的一種系統，他是 以商標的造型與
色彩計畫為核心，將企業的經營理念、管理特色、社會使命感、 商品設計、包裝規格與
產銷策略的意涵，運用整合性行銷傳播系統 (IMC)，將訊息的經營理念傳達給企業周遭的
所有關係人，塑造良好的企業形象，使大眾 對企業產生一致的認同感與價值觀，贏取社
會大眾、消費者的信賴和肯定。

圖 2-1

企業識別系統結構圖

參、 研究方法
一、問卷調查法
本研究所發展出適合研究主題調查問項分為 : 品牌形象、企業識別、購買意 願、受
訪者之基本資料四部分進行調查，並請受訪者針對各題項的同意程度來勾 選，從「非常
不同意」 至「非常同意」，分別給予 1 分至 5 分，勾選數愈大， 表示愈同意此句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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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下列分析方法，並使用 SPSS 23 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以下則分述本
研究所使用之統計方法。本研究所採用的統計方法包含敘述性統計分析、因素分析、信
度分析、效度分析、相關分析、迴歸分析。

三、研究架構
品牌形象

H1

1.象 徵 性 (Symbolic)
2.功 能 性 (functional)

購買意願
企業識別
3. 視 覺 識 別 (VI)

Ｈ2

4. 行 為 識 別 (BI)
5. 理 念 識 別 (MI)

圖 3-1

問卷架構圖

四、信度分析
為了進一步了解本研究問卷的可靠性與有效性，接著進行信度與效度分析。信度
即是樣本的的可靠度，係指測驗結果的一致性及穩定性程度，也就視同一群受測者在同
一份測量上測量多次的分數要有一致性。而效度係指一份測驗能真正的測量到他所要測
量能力或功能的程度，也就是一份要能達到測量的目的才算是 有效的測驗 ( 陳順宇，
2005)。
表 3-1

品牌形象、購買意願、企業識別之信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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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發現

本研究以台灣內部消費市場為範圍，合計發放 231 份問卷，扣除無效問卷， 共回收
200 份有效問卷。

（一）品牌形象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在品牌形象共有 15 個題項，如表 4-1 所示。由表可得知品牌形象的問卷平均得分為
2.28~3.60，標準差為 0.93~1.15。

（二）企業識別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在企業識別共有 15 題項，如表 4-2 所示。由表可得知企業識別的問卷平均得分為
2.96~4.19，標準差為 0.95~1.49。

（三）購買意願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在購買意願共有 3 個題項，如表 4-3 所示。由表可得知的問卷平均得分為 3.16~3.28，
標準差為 0.89~0.95，其平均得分皆大於中間值 3，表示本研究之購買意願表現皆在中間
值之上，具參考價值。

表 4-1

4-2

品牌形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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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購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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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論性統計
（一）相關分析
本節將利用皮爾森 (Pearson) 相關分析探討企業識別與購買意願之間是否具有相關
性，經彙整，企業識別下的視覺識別、行為識別、理念識別與購買意願彼此之間均呈現
顯著正相關 (r>0，p<0.05)，這表示企業識別與購買意願之間的關係是正向的，意即企業
識別規劃越佳，呈現出來之購買意願也會越好 ; 反之，當企業識別規劃不佳，相對的，呈
現的購買意願亦較差。

（二）迴歸分析
分析結果顯示，各變數迴歸分析中變異膨脹因素 (VIF) 均小於 10 的臨界值。此外由
表得知品牌形象中的象徵性 (β=0.205)、功能性 (β=0.455) 對購買意願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
表示當消費者接收到象徵性、功能性時，消費者會因品牌形象的影響進而對購買意願提
升。因此，根據上述實證研究可得知 H1 皆獲得支持。

（三）研究結果彙整
本研究之目的主要在探討品牌形象、企業識別與購買意願間之影響，根據統計分析
數據，將所有相關研究的假說加以推論及驗證，透過迴歸分析對各概念之子構面做探討，
本研究依各構面間的詳細結果做彙整，將結果整理成表 4-4 所示
表 4-4

研究假說與驗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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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響，根據資料分析結果，本研究彙整所有研究假說結果，並提出結論，以作為後續研究
者及實務上之策略建議。本章內容共分三節，5.1 節 研究結論 ; 5.2 節 研究限制 ;5.3 節後
續研究建議。

一、研究結論
經統計，本問卷四構面之 alpha 信度係數皆大於 0.8，題目具有一致性。

（一）敘述性統計分析之發現
對於消費者而言，消費者比較重視品牌形象是否能傳達出功能性，以京盛宇為例，
符合現代都市生活的隨行外帶瓶，並且有重複利用性，此種實質功能較刺激購買意願，
而並非品牌本身帶有的象徵性 ; 在企業識別的部分，行為識別及 理念識別所包含的面向
平均得分較高，尤其是理念識別中「我認同京盛宇堅持使用 100% 台灣產茶葉的理念」問
項，是本研究平均得分最高的選向，可見消費習 慣已漸漸從視覺外觀為主轉變為更深層
的理念取向，另外在行為識別的部分，員工的教育規章及現場沖茶服務也是得分較高的
問項，指出現今消費者越來越重視 服務品質及員工素養。

（二）研究限制
1. 研究對象僅以京盛宇品牌為例，無法推至所有品牌案例。
2. 無法確保消費者來源是否曾經購買過京盛宇品牌，無法以經驗性做深入研究。
3. 問卷發放以北部線上自願者填答為主，僅能表現部分消費市場習慣。

（三）後續研究建議
1. 本研究以線上自願者填答問卷為主，建議後續之研究能多以實體問卷代替網路問
卷，以獲得更多元化之人口統計變項。
2. 建議未來能採取其它抽樣方式，甚至與業者合作，確保抽樣來源確實為市場消費
者，如此一來研究將會更具全面性與客觀性。
3. 隨著不同品牌，人們有著對其不同之看法，基於此觀點，未來之研究亦可探討其
他品牌的不同產品，或是可以用其他構面及操作型定義來進行研究，以其他觀點探
討品牌形象及企業識別對購賣意願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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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探討京盛宇品牌的品牌形象及企業識別是否會對購買意願造 成顯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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