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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有鑑於當今企業經營已愈來愈重視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的表現與績效，甚至將 CSR 視

為展現企業競爭優勢的另一種方式，而消費者對於企業 CSR

的反應受到 CSR 的溝通之影響最大。本研究以構念階層理論

(construal level theory)、CSR類型以及調節焦點理論

(Regulatory Focus)為主，發展出三個實驗以檢視 CSR 事件

的社會距離與調節焦點類型對於認知構念層級以及企業之

CSR 印象之影響。其中，實驗一主要在檢驗當消費者面臨不

同心理距離的品牌在不同社會距離的國家發生 CSR 負面事件

時，其社會責任印象的惡化程度是否有所不同。結果顯示心

理距離與社會距離的交互作用會顯著地影響消費者社會責任

形象惡化程度。實驗二則是探討不同類型的 CSR 事件(興利/

除弊)與調節焦點(促進/預防)的交互作用對消費者企業社會

責任形象評價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若企業實施興利型社

會責任，相對於未實施，促進焦點相對於預防焦點的消費者

會有較佳的社會責任形象改變社會責任；若企業實施除弊型

社會責任，相對於未實施，促進焦點與預防焦點的消費者所

產生的社會責任形象改變量無顯著差異。實驗三則同時檢視

代言人的心理距離、CSR類型以及溝通訊息的認知構念層級

對消費者的廣告可信度所產生的效果。結果顯示，興利型社

會責任下，國外代言人搭配高溝通構念層級相對於其他的情

況有較高的廣告可信度；除弊型社會責任下，國內代言人搭

配低溝通層級相較於其他情況有較低的廣告可信度。最後，

本研究亦根據以上研究發現討論理論上與實務上的意涵。 

中文關鍵詞： CSR 類型、構念層級、社會距離、調節焦點、框架配適 

英 文 摘 要 ：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ground 

to build competitive advantage for companies in the 

recent years. Company has to choose its strategic 

position related to CST endeavor (proactive or 

reactive) and has to construct communication message 

towards its audience who have different goal 

orientation (promotion or prevention).  Drawing from 

construal level theory (CLT), regulatory focus 

theory, and gain-frame-loss-frame,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the communication of CSR 

messages using three experiments. Experiment 1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distances of 

negative CSR event on consumers＇ evaluation toward 

the company based on construal level theor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psychological distance of the 



brand and social distance of the negative CSR event 

interacts to influence CSR image deterioration. 

Experiments 2 examines whether different types of CSR 

initiative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regulatory focus 

influence consumers＇ evaluation toward the company 

based on regulatory focus theor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under promotion-type CSR, CSR image 

change is higher for consumers with a promotion focus 

than consumers with a prevention focus； under 

prevention-type CSR, regulatory focus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n CSR image change. Experiments 

3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endorser＇s psychological 

distances, CSR types, and construal levels of CSR 

messages on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based on 

gain-frame-loss-fram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under promotion-type CSR, using foreign endorsers 

with high construal level CSR messages resulted in 

higher message trustworthiness than other condition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ree experiments. 

英文關鍵詞： CSR type, Construal level, Social distance, 

Psychological distance, Regulatory focus, Framing 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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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有鑑於當今企業經營已愈來愈重視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的表現與績

效，甚至將CSR視為展現企業競爭優勢的另一種方式，而消費者對於企業CSR的反應受到CSR的溝通之

影響最大。本研究以構念階層理論(construal level theory)、CSR類型以及調節焦點理論(Regulatory Focus)

為主，發展出三個實驗以檢視CSR事件的社會距離與調節焦點類型對於認知構念層級以及企業之CSR

印象之影響。其中，實驗一主要在檢驗當消費者面臨不同心理距離的品牌在不同社會距離的國家發生

CSR負面事件時，其社會責任印象的惡化程度是否有所不同。結果顯示心理距離與社會距離的交互作用

會顯著地影響消費者社會責任形象惡化程度。實驗二則是探討不同類型的CSR事件(興利/除弊)與調節焦

點(促進/預防)的交互作用對消費者企業社會責任形象評價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若企業實施興利型

社會責任，相對於未實施，促進焦點相對於預防焦點的消費者會有較佳的社會責任形象改變社會責任；

若企業實施除弊型社會責任，相對於未實施，促進焦點與預防焦點的消費者所產生的社會責任形象改

變量無顯著差異。實驗三則同時檢視代言人的心理距離、CSR類型以及溝通訊息的認知構念層級對消費

者的廣告可信度所產生的效果。結果顯示，興利型社會責任下，國外代言人搭配高溝通構念層級相對

於其他的情況有較高的廣告可信度；除弊型社會責任下，國內代言人搭配低溝通層級相較於其他情況

有較低的廣告可信度。最後，本研究亦根據以上研究發現討論理論上與實務上的意涵。 

 

 

 

 

 

 

關鍵詞: CSR 類型、構念層級、社會距離、調節焦點、框架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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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responsibil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ground to build competitive advantage for companies in the 

recent years. Company has to choose its strategic position related to CST endeavor (proactive or reactive) and 

has to construct communication message towards its audience who have different goal orientation (promotion 

or prevention).  Drawing from construal level theory (CLT), regulatory focus theory, and 

gain-frame-loss-frame,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the communication of CSR messages using three 

experiments. Experiment 1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distances of negative CSR event on 

consumers’ evaluation toward the company based on construal level theor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psychological distance of the brand and social distance of the negative CSR event interacts to influence CSR 

image deterioration. Experiments 2 examines whether different types of CSR initiative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regulatory focus influence consumers’ evaluation toward the company based on regulatory focus theor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under promotion-type CSR, CSR image change is higher for consumers with a promotion 

focus than consumers with a prevention focus; under prevention-type CSR, regulatory focus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n CSR image change. Experiments 3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endorser’s psychological distances, CSR 

types, and construal levels of CSR messages on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based on gain-frame-loss-fram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under promotion-type CSR, using foreign endorsers with high construal level CSR 

messages resulted in higher message trustworthiness than other condition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ree experiments. 

 

 

 

 

Keywords: CSR type, Construal level, Social distance, Psychological distance, Regulatory focus, Framing 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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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自從1950年以來，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的議題就出現在管理文獻中，如：Bowen 

(1953)提出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Strand (1983)提出

社會回應(social responsiveness)以及企業社會回應(corporate social response)； 

Carroll (1979) 與 Wood (1991) 則是探討了企業社會績效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的概念。在當今消費者主權日益高張，民主政治與社會運動蓬勃發

展，國際交流迅速而頻繁的時代中，企業要成為良好的世界公民，必定要將社會

責任之主張、實踐及溝通列為其營運管理中的重要一環。許多研究指出消費者確

實會依據企業的CSR作為來評估公司以及其產品，而其CSR的負面表現又較正面

作為的影響為大(Biehal and Sheinin 2007; Brown and Dacin 1997; Marin and Ruiz 

2007; Sen and Bhattacharya 2001)，其基本的原理乃在於企業的CSR作為影響了消

費者對於該企業之認同，並進而影響其對公司整體與產品的評價 (Sen and 

Bhattacharya 2001)。然而，企業的CSR作為並不一定都能獲得消費者的支持，有

些研究指出某些消費者認為CSR的考慮只是其消費決策中不重要的一部份

(Mohr,Webb and Harri 2001)，或消費者只是口頭贊同，而實際上卻不付諸於購買

行動(Auger and Devinney 2007; Devinney et al. 2010)。造成此差距之其原因十分多

元而複雜，Öberseder, Schlegelmilch及Gruber(2011)的研究整理出影響消費者對於

CSR反應的三大類型因素：核心的，中央的以及周邊的。核心的因素包括消費者

對於CSR的認知及個人的關心，資訊的強度(level)以及類型(type)都會影響消費者

對於CSR的支持，前者指消費者對於企業之CSR作為的知曉程度，後者是指消費

者所持的認知是正面抑或負面。過去之研究(e.g., Bray et al. 2011; Devinney et al. 

2006)指出，消費者必須擁有對某倫理產品(ethical product)的特質資訊方可能將其

放進購買的考量中。此外，若消費者對於企業CSR的作為之動機推論亦會影響其

支持度(Ellen et al. 2006; Vlachos et al.2009)，消費者對於企業執行CSR的動機抱持

混雜的歸因，有自利的、利他的，或雙贏的動機。若是利他型(或社會型)的動機

較會產生正面的影響，相對的，利潤的動機將可能產生負面的影響(Becker-Olsen 

et al. 2006)。中央的因素乃與消費者的財務狀況有關，包括消費者對於具CSR特

質的產品之價格知覺、願付溢價，及實際之支付資源。周邊的因素包括消費者的

企業印象、企業CSR作為的可信度(credibility of CSR initiatives)，及同儕之影響。

企業的CSR印象與其整體CSR表現有關，亦與其對外的溝通有關。而CSR之可信

度則指企業執行的某項CSR活動與其核心能力之相關程度，以上三種因素係以層

級而複雜的方式串連來影響消費者，且影響的型態又因個別消費者而異。綜上所

述，消費者對於企業CSR的反應可能受到企業本身的形象、CSR作為的類型，CSR

溝通(資訊的強度及呈現)，及消費者本身特性(關心程度與財務狀況)的影響。其

中，CSR的溝通對於消費者之影響屬於核心要素，過去之研究亦在這方面的著墨

最多。 

    近年來CSR溝通之研究有從消費者的構念階層(construal level)加以探討者，

如：Tangari, Folse, Burton, and Kees (2010)發現CSR訊息(cause-related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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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廣告)的時間框架(framing)遠近與消費者的時間導向交互影響品牌態度與購買

意願。此外，White, MacDonnell and Dahl(2011)亦結合了損失/獲得的訊息框架效

果(loss-versus gain framing)及構念階層理論(construal level theory)來探討消費者

對於回收行動之溝通的反應。他們的研究指出損失框架配合較具體的構念訊息，

或獲得框架配合較抽象的構念之訊息效果強於不適配(如：損失框架配合較抽象

的構念)的組合。根據Trope等學者之觀點(Trope and Liberman 2003, 2010; Trope, 

Liberman and Wakslak 2007)，構念(construal)是消費者對於外在事物所形成一個

內在的心理代表(mental representation)，消費者無法經歷不在當下(here and now)

的事物(entities)，僅能經由回憶、預測及推想(speculate)將其轉化成心理構念。構

念隨著其與個人當下的心理距離之增加，將由具體轉向抽象化，因而可大致區分

為高階(抽象)及低階(具體)的兩個階層。而這些距離包含四個向度：時間的、空

間的、社會的、以及假想的(hypotheticality)。過去的研究指出，心理構念影響人

們的情緒、選擇與行動選擇，構念階層理論(Construal Level Theory, CLT)被應用

於探討品牌態度與選擇(Fiedler 2007; Lynch &Zauberman 2007；Kim, Zhang, and 

Li 2008)，說服的效果(Zhao and Xie 2011; Lee, Keller and Sterthal 2010)，道德性

的判斷(Eyal et al. 2008; Gong and Medin 2012;Tumasjan, Stobel,and Welpe 2010)，

許多學者認為該理論對於消費者之決策與行為之解釋頗有助益。然而過去應用

CLT來探討CSR之溝通效果僅考慮「時間的距離」(temporal distance)這個向度，

鮮少有研究探討「社會距離」的影響，過去以CLT的觀點來探討社會距離的研究

指出，當社會距離提高時，比如：社會距離由圈內人(in-group member)改為圈外

人(out-group member)時，個人的判斷會形成較抽象、刻板印象的概念，並且評

價較多為此類刻板印象所影響(Idson and Mischel 2001; Linville, Fischer, and Yoon 

1996)。社會距離可能指決策之對象(為自己或他人)(Bornemanm and Homburg 

2011; Kim et al., 2008)，或指被判斷的對象(較熟習或不熟悉的人)(Tumasjan et al., 

2010; Liviatan, Trope, and Liberman 2008)，本研究認為現代的企業在國際間運作，

其CSR之作為可能發生在本國以外之地區，如：Nike企業在開發中國家的勞工政

策可能被全球的消費者及社會大眾所評量，其母國消費者評量該企業CSR表現時，

針對於海外的員工待遇之評量是否將不同於其對本國員工待遇之評量，所用的構

念是否亦隨距離之增加(較陌生的群體)而採用較抽象的構念？如果有此傾向，則

企業在溝通其CSR作為時，採用較抽象層級的構念之效果應較具體層級的構念效

果為佳，然而此一效果尚未被探討，此引發了本研究之第一個動機：探討社會距

離對於消費者之CSR作為之認知以及溝通效果之影響。 

企業對於CSR作為之策略選擇相當影響其在消費者心目中之印象，企業社會

責任可能包含的層面可能包括有：經濟的、法律的、倫理的、社會的、環境的以

及自願的(discretionary)責任(Carroll 1979, 1991; Van Marrewijk 2003; Singh et al. 

2008)。但以上的分類比較是對於企業實施CSR的領域，對於消費者而言，其思

考的角度並不相同(Galavielle 2004; Crane 2005; Brunk 2010)。消費者可能將企業

的CSR表現分類為正面或負面事件(e.g., Bray et al. 2011)，或依其對於企業推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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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之推論CSR歸為「利他的」、「自利的」，以及「雙贏」的三類。此外，企業

的CSR作為可能是改變其過去未達理想的作法，比如：鴻海集團的富士康企業諾

要改善在中國大陸的勞工工作環境，雖然目前也已達到法律的要求，然而對於員

工而言，仍有許多改善的空間，因此這類的CSR作為可謂是「除弊」，另有些自

願性的CSR，如慈善捐贈，對於某些利益關係人，可能是屬於「興利」的。這兩

類CSR對於消費者而言，雖然不見得是直接受益者，然而，根據過去的研究，這

兩類的作為都會影響消費者對於企業的認同，進而影響其品牌選擇(Sen and 

Bhattacharya 2001; Maignan and Ferrell 2004)。以對企業的利害關係人之角度而言，

除弊的CSR 是減少其損失，而興利的CSR是增加其收穫。這兩類利益對於不同

目標導向的消費者而言，可能提升企業形象的效果不一樣。根據調節焦點理論

(regulatory focus theory)，個人的目標導向可分為兩類：促進焦點(promotion focus)

與避免焦點(prevention focus)。前者的態度與行為是追求成長與成就; 後者的行

為乃著重於安全及保障。焦點配適理論(regulatory fit)(Hggins, 2002)認為調節焦點

(目標導向)與達成目標的策略方法(如獲得或損失的訊息框架)一致時，溝通的效

果最佳。因此，CSR類型(除弊對應於興利)與消費者調節焦點的配合是否會導致

較好的企業CSR形象提升？過去並未有研究加以探討，此問題引發了本研究的第

二個探討動機。CSR的類型與消費者之構念層級之間是否會有交互作用呢？過去

之研究曾探討訊息以「獲得框架」(gain frame)配合高階的構念，或「損失的框架」

配合低階的構念，能導致高的訊息處理流暢度(e.g., Freitas, Gollwitzer, and Trope 

2004; Vallacher and Wegner 1987)，White, MacDonnel and Dahl (2011)曾探討此兩

種框架配適度對於消費者回收行為的溝通效果，亦證實配適時的效益較不配適時

為高。然而，此效果尚未被探討，亦引起了本研究之第三個動機。 

綜上所述，本研究乃欲探討以下幾個研究問題： 

1. 當消費者面臨不同心理距離的品牌在不同社會距離的國家發生CSR負面事

件時，消費者的社會責任印象惡化程度是否會有所不同? 

2. CSR類型(除弊對應於興利)與消費者調節焦點的配合是否會導致較好的企業

CSR形象提升？ 

3. CSR類型(除弊對應於興利)與CSR溝通的構念層級間的配適度是否影響CSR

的溝通效果？是否除弊型CSR採取低層級的構念之溝通效果較採用高層級

構念為佳？而興利型CSR採取高層級的構念之溝通效果較採用低層級構念

為佳？ 

貳、文獻探討 
這部分將針對本研究之目的，將對研究問題之相關文獻加以整理探討，所涵

蓋之文獻主題包括有: 一、CSR作為之效果與類型之研究；二、構念階層理論

(CLT)；三、調節焦點與調節配適度之相關理論與研究。 

一、企業社會責任之定義、效益與類型 
    企業社會責任之觀念早在1950年代就被討論，然而不少學者仍認為此觀念仍

處於未定(elusive) (Smith and Langford 2009)、廣泛而複雜 (Mohr et al. 2001)、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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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而多變(malleable)(Devinney 2009; Geoffrey 2001)。但亦漸有一些共識，如：歐

洲聯盟(European Commission)為CSR下一定義為：企業將社會以及環境的考量整

合進其營運過程中，並自願地與利害關係人 (stakeholder)互動 (European 

Commission 2014)。美國的行銷學者Maignan and Ferrell (2004)認為CSR是企業基

於工具性或道德性的動機，去滿足甚至超越利害關係人對於可欲的組織行為之規

範的做為。企業實踐其社會責任的效益在文獻中有許多研究發現，大抵是基於「社

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fication theory)，企業藉由CSR的作為獲得認同其理念

的利害關係人的支持，如：員工的組織認同(O’Reilly and Chatman 1986)、消費者

的認同(Sen and Bhattacharya 2001)，並帶來更多的組織資源(Maignan and Ferrell 

2004)。然而此效果為一些因素所調節，如：對議題的支持度、認知有效性(efficacy)，

認知品質/價格的抵換(Barone et al., 2001)，消費者的認知成本與價值觀(Sen and 

Bhattacharya 2001)，CSR的溝通效果(Maignan and Ferrell 2004; Scott and Lane 

2000)。 

企業社會責任可能包含的層面可能包括有：經濟的、法律的、倫理的以及權

變的(discretionary)責任(Carroll 1979, 1991)，或被歸為：經濟的、社會的以及環

境的(Van Marrewijk 2003)；或分為企業的（business）、倫理的以及社會等責任

(Singh et al. 2008)。但以上的分類比較是對於企業實施CSR的領域，對於消費者

而言，其思考的角度並不相同(Galavielle 2004; Crane 2005;Brunk 2010)。消費者

可能將企業的CSR表現分類為正面或負面事件(e.g.,Bray et al. 2011)，或依其對於

企業推行動機之推論CSR歸為「利他的」、「自利的」，以及「雙贏」的三類。 

Brunk (2011)進行大規模的消費者深入訪談，依消費者對於倫理之期待將企業的

CS作為分為三大類：(1) 利他型(Altruism)，該類作為程度高時，消費者會對於

企業會有正面的倫理認知，然而做的少時，消費者不會有負面的倫理認知，而處

於「中立的」的認知範圍，亦即不是正面亦非負面。(2) 規範型(Norms)，該類作

為程度低時，消費者會有負面的倫理認知，然而該類作為高時，消費者會對於企

業不會有正面的倫理認知，而處於「中立」的認知範圍。(3) 平衡需求型，該類

作為程度高時，消費者會對於企業會有正面的倫理認知，然而該類作為程度低時，

消費者會有負面的倫理認知，同時在某一程度「容忍區」內，其認知乃屬於「中

立」的倫理認知。基於其探討的廣度(涵蓋六大企業責任範圍)與深度(大量的面對

面訪談)，本研究認為該架構提供一個適當的消費者CSR分類的基礎。 

二、構念階層理論(construal level theory) 
    CLT 理論 (Liberman and Trope 2008; Liberman et al. 2007; Trope and 

Liberman 2010)認為個體將事件形成不同層級的心理構念，由抽象(高階)到具體

(低階)。比如：讀一本書可以被建構為「學習」(係一個抽象、高階的構念)，亦

可以被視為是「將字編碼」(係具體、低階的構念)。CLT 主張心理距離遠的事物

多被抽象的構念所代表，而心理距離較近的事物多以較仔細、情境攸關的方式被

代表。心理距離與構念階層的關係維持一定的穩定度，即便兩種事件的資訊都是

相同的(Trope and Liberman 2003)。CLT的架構中，認為主要有四種心理距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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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空間的、社會的、以及假想的(hypotheticality)。四項距離的關係大致是成

正向變動的(Trope and Liberman 2010)。CLT 的核心觀點認為心理構念階層有其

功能性，使得個體能以在不同心理距離的事物中穿梭移動，轉換不同的角度看事

物。高階的構念是相對抽象、一貫(coherent)，超越(superordinate)與目標有關，

由低階構念移向高階構念時，會集中於中心的特質而忽略一些「巧合」的因素，

比如，「玩球」抽象化後，就成了運動，則不一定需要「球」這個因素了，且亦

會需要能夠涵蓋其他類型的運動，因此，抽象化的構念將更簡單明確，更多具備

架構性(schematic)和代表性(prototypical)的特質，因此，抽象化構念形成的過程

將會有失去特定性(specificity)、專有性(idiosyncratic)及偶發性(incidental) 的資訊，

並由儲藏的知識與結構化的代表中產生新的意義。抽象化的過程，亦將使得事物

的歸類變的較具包含性，種類數更少。而在構念階層建構的過程中，抽象的高階

構念與「目標」(why)較有關連，而低階的構念則包含較多「如何」(how)的「方

法」、「情境」的資訊。 

CLT 主張區分一個構念為高階抑或低階有兩項標準：其一為「中心性」，

亦即高階構念具備對於低階構念更大的影響力。另一個為「從屬性」，低階構念

的意義由高階決定，而不是相反。CLT 在1998 年被提出後，即激發了許多的研

究，探討心理距離在不同運用領域的含意，及其如何影響個體的決策與判斷，如：

Liberman and Trope (1998)指出，遠方的「利益」較「成本」容易被放大。而相

對於較遠的事物，近處、當下的事物與可行性較有關，而與可欲性相關較低，此

外，方案特性間的結構亦較會被看重(如方案的可比較性，Malkoc et al. 2005)。

因此，若消費者要為將來而儲蓄時，要使得現在必須放棄的消費較未來可以享受

的消費要明顯一點才好(Ratner et al., 2008)。決策的品質與近觀或遠觀之選擇無關，

Fiedler (2007)研究指出距離對於決策品質之影響端視效用係由低階的「可行性」

要素而來，抑或高階的「可欲性」而來。他並且發現，如果產品滿意度只由一個

中心性的要素決定，那麼採取遠觀的角度會是最佳的選擇，因為，此中心性要素

將能很容易被發現，而不會被降為低階、周邊化的因素。而就說服的效果而言，

若為較遠距離的事物做決策，亦應重視高階的構念(Dhar and Kim 2007)。另外就

行為之道德性判斷而言，Eyal et al.(2008)之研究指出，由於道德原則係為較通用、

架構性的構念，故其應當會在心理距離較遠之事物的判斷上有較大的影響力，因

此有研究發現對於道德性的判斷(Agerstrom et al., 2009; Eyal et al., 2008)在被判

斷對象有較遠的時間或社會距離較行為時，有較極端的判斷。而Tumasjan et al. 

(2010)之研究亦指出，相對於較近的社會距離，當一個社會距離較遠(較不熟悉)

的企業領導者有錯誤的行為時，員工在判斷上傾向於對其有較嚴厲的批判。CLT 

被用來探討CSR 效果之研究仍不多見。就本研究所知，只有Tangari, Folse, Burton, 

and Kees (2010)發現CSR訊息 (cause-related marketing 的廣告 )的時間框架

(framing)遠近與消費者的時間導向交互影響品牌態度與購買意願。此外，White, 

MacDonnell and Dahl (2011)亦結合了損失/獲得的訊息框架效果(loss-versus gain 

framing)及構念階層理論(construal level theory)來探討消費者對於回收行動之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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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反應。White 等人指出，損失(獲得)框架配合較具體(抽象)的心態之溝通效

果較不適配時為佳。 

三、調節焦點與調節配適理論 
    Higgins (1997) 以接近快樂、避免痛苦的理論為基礎，透過調節期望原則 

(the principle of regulatory anticipation)、調節參考點原則  (the principle of 

regulatory reference) 和調節焦點原則 (the principle of regulatory focus) 逐步說明

調節焦點的內涵。依據調節期望原則，人們動機的提昇源自於對行為後果、結果

(outcomes)的期望(anticipations)或預期(expectations)，而這些結果不外乎是正向

(例如，愉悅快樂)或負向(例如，痛苦)，因此調節期望原則著重在人們對愉悅或

痛苦結果的看法。調節參考點原則是人們將參考點  應用在自我調節 

(self-regulation)，使自我調節操作成渴望的狀態(desired end-state) 或不渴望的狀

態(undesired end-state)。舉例來說，兩位學生同時進行一場考試測驗，兩位學生

對考試成績都是自信滿滿，一位學生有信心可以拿到90分，另外一位學生則有信

心避免60 分，也就是在調節參考點中，接近快樂、避免痛苦是以傾向(movement) 

於渴望的狀態(接近)或免於不渴望的狀態(避免)表示。最後，Higgins (1997) 的調

節焦點原則中，接近快樂和避免痛苦並非以預期的結果(例如，預期快樂或痛苦)

或參考點的狀態(例如，渴望或不渴望)為觀念，而是嘗試說明人們會選擇怎麼樣

的策略手段來達成自我調節 (strategic means for self-regulation)。當自我調節是欲

達成「渴望狀態」時(此時調節參考點必須保持不變)，則可以使用接近導向 

(approach oriented)或避免導向 (avoidance oriented) 的手段來完成。Higgins對接

近導向的策略命名為促進焦點，而選擇避免導向的策略則命名為預防焦點。然而，

自我調節並不僅止於達成「渴望狀態」，同時也包含遠離「不渴望狀態」 (Higgins 

et al. 1994) 。此時，為了遠離「不渴望的狀態」，促進焦點的個人會採取趨近不

契合(approaching mismatch) 的策略因應，而預防焦點的個人會採取避免契合

(avoiding match)的策略因應。 

依據調節焦點理論，促進焦點的個人努力實現自己的理想和抱負， 並滿足

個人對成長、進步和成就感的需求，同時，他們以熱情 (eagerness) 懷抱自己的

目標，並對獲得(gains)、沒有獲得(non-gains)和正面結果 (positive outcomes) 的

出現較為敏感。相反地，預防焦點的個人努力實現自己的責任和義務，並滿足個

人對平安、安全感(security)和保護 (protection)的需求，他們以戒慎 (vigilance) 處

理自己的目標，並對損失(losses)、沒有損失(non-losses) 和負面結果的出現較為

敏感 (Higgins 1997; Higgins et al. 1994)。除此之外，促進焦點的個人，他們重視

「獲得」的出現勝過「沒有獲得」的出現；預防焦點的個人則是重視避免「損失」

的出現勝過「沒有損失」的出現 (Idson, Liberman, and Higgins ,2000)。最後，採

取不同策略的個體因各自的導向/焦點與選定的策略達成匹配(fit)時，將使自己的

行為獲得更多「正確感」 (feel right) 的體驗，進而產生更強的動機和興趣。而

先前的研究亦指出這種匹配的「正確感」將使個人對行動本身有更強烈的正面或

負面的評價 (Higgins, 2000; Avnet and Higgins, 2003) ，即調節性匹配提升了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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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己行為的評價和滿意度，同時也提高了個人對所選物品的價值判斷 (Higgins, 

2000) 。例如，在支付商品金額的表現上，達成調節性匹配的消費者較未達成者

願意支付高於商品定價的金額，而此金額最高可達原商品定價的四成(Avnet & 

Higgins, 2003)。 

    調節焦點理論的研究中，發現消費者對產品的評價和購買品牌的決策，深受

他們自身的調節目標影響 (Higgins ,2002) 。學者們發現，當產品的利益符合消

費者的調節目標時，消費者對產品會有更好的態度 (Aaker & Lee, 2001; Cesario, 

Grant, and Higgins, 2004) 。而有關說服性效果的研究中，發覺當廣告強調的結果

與消費者的調節焦點相關，並達成配適時，即稱為調節相關性  (regulatory 

relevance) (Aaker and Lee, 2001; 2006)，在Zhao與Pechmann (2007)的研究則將其

稱為訊息調節焦點(message regulatory focus)。此時廣告會有更好的說服效果與較

佳的品牌態度。人們在道德原則的判斷上亦可發現調節焦點理論之應用，

Camacho, Higgins, and Luger(2003)之研究指出，當人們犯錯的類型與其焦點導向

配適時，其將感受到更大的罪惡感，亦即「犯了不該犯的罪」對應於避免焦點，

而「未做該做的善」對應於促進焦點。Lee et al. (2010)探討構念層級與消費者的

調節焦點對於說服效果之交互作用，其研究指出當消費者為促進導向時，以高階

層構念(強調利益)的訊息溝通，說服效果較佳;相對地，當消費者為避免導向時，

以低階層構念(強調如何)的訊息溝通，其說服效果亦較佳。此外，構念階層與調

節焦點的配適(fit)會導致消費者的投入度(engagement)，並進而影響其資訊的處理

流暢度(fluency)，並強化了態度的轉化。 

参、研究假設與實驗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是以構念階層理論(construal level theory)、CSR類型以及

調節焦點理論(Regulatory Focus)為主探討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事件的反應。此

外，本研究亦延伸探討CSR類型與溝通構念階層的配適度在溝通上的效果以及

CSR類型與消費者的調節焦點類型之交互作用。因此，本研究共設計並進行三個

實驗以分別檢驗上述三項研究目的。實驗一的目的主要在於檢驗當消費者面臨不

同心理距離的品牌在不同社會距離的國家發生CSR負面事件時，是否會產生不同

的企業評價。實驗二則是探討不同類型的CSR事件與調節焦點是否會讓消費者對

企業產生不同的評價。最後，本研究以實驗三同時檢視代言人的社會距離、CSR

類型以及溝通訊息的認知構念層級對消費者訊息溝通所產生的效果。以下將分別

敘述三個實驗的假設推導、研究流程、分析結果與結論。 

一、實驗一 
1. 假設發展 

實驗一主要是以構念階層理論為理論基礎探討消費者對負面企業社會責任

事件的反應(研究架構如圖一所示)。根據自我提升理論，人們會對於和自我相關

的事物有較高的評價，因為他們想要提升自尊以及個人的價值感，當情境是負面

的時候更是如此(Rogers 1961)。人們會自己找到一些正面的理由或是說法來解釋

與自我相關事物的不利事件，這可以沖淡負面的事件影響。當公司發生負面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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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社會責任事件，心理距離近的品牌和消費者的自我之間連結較心理距離遠的品

牌來的緊密，消費者會傾向用自我提升的機制抵擋負面事件，因此負面事件對心

理距離近的品牌較心理距離遠的品牌之衝擊較低。 

H1.1：當發生負面企業社會責任事件時，心理距離近相對於心理距離遠的品牌有

較低的企業社會責任形象惡化。 

    構念層級理論指出心理距離與人們思維(關於事件或物件)的抽象或具體程

度之間的關係。心理距離遠的事件或物件，會激起人們高層級的認知構念，並使

人們用較抽象的思維方式處理，看事件或物件的核心特性、重視大圖像；心理距

離近的事件或物件，會激起人們較低層級的認知構念，並使人們用較為具體的思

維處理，會看事件或物件的周邊特性，重視細節。其中，心理距離可用四個構面

表示: 社會、時間、空間與假想距離(Trope and Liberman 2010)，而社會距離在本

研究定義則是事件和人們所處國家的距離遠近。 

    根據認知構念層級理論，消費者面臨距離自己比較近的事物會檢視細節；而

面臨距離自己比較遠的事物則會檢視事件的主軸。因此，當負面企業社會責任事

件發生在社會距離遠的國家時，消費者會觀看該負面事件的主旨，並直接受到負

面事件的影響；而當負面企業社會責任事件發生在社會距離近的國家時，消費者

會因為自己正位於發生該事件的國家，而檢視該負面事件的所有細節。當消費者

仔細審視負面事件的細節時，較容易針對事件中每一個資訊與消費者所在的情境

進行逐一比對，因而產生反面論述，這些反面論述可能會抵消消費者心中原有對

該企業負面事件的評價。因此，消費者對於發生在社會距離較遠的負面事件應有

較高程度的企業社會責任形象惡化。Eyal et al. (2008)亦從道德原則的角度提出類

似的說法。人們在判斷社會距離較遠的道德事件時，會根據抽象的道德原則來評

斷，並給予事件較嚴厲的評價；人們在判斷社會距離較近的道德事件時，則容易

產生情境攸關的考量，這會抵銷道德原則的影響力。因此，相對於社會距離近的

負面事件，人們對於社會距離遠的負面事件會有較低的評價。消費者對於發生在

社會距離較遠之地的負面社會責任事件相較於發生在社會距離較近之地的負面

社會責任事件有較高的企業社會責任形象惡化。 

H1.2：消費者對於企業在社會距離遠的國家發生企業社會責任負面事件比在社會

距離近的國家發生有較大的企業社會責任形象惡化。 

    根據過去文獻(Agerstrom et al., 2009; Eyal et al., 2008)指出，當負面的事件發

生在社會距離近的地方，則相對於發生在社會距離遠的地方而言，消費者較不會

受到負面事件的影響，因為前者相對於後者會產生對於負面事件較多的反論述或

情境攸關考量。由此可知，社會距離與企業社會責任形象惡化之間具有正向關係。

社會距離與企業社會責任形象惡化的正向關係在心理距離近的品牌下將會更為

明顯，因為心理距離較近的品牌容易讓消費者產生較多自我提升的機制。反之，

社會距離與企業社會責任形象惡化的正向關係在心理距離遠的品牌下將較不明

顯，因為消費者對於心理距離較遠的品牌較不會產生自我提升的機制。因此，心

理距離會負向調節社會距離與企業社會責任形象惡化之間的正向關係。本研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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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以下假設: 

H1.3：當發生企業社會責任負面事件時，消費者因社會距離的增加所產生企業社

會責任形象惡化程度的擴大在心理距離較近的品牌相對於遠的品牌更為明顯。 

根據 CLT，社會距離遠的刺激物對人們而言是抽象的，社會距離近的刺激物

對人們而言是具體的，因此相對於國內的訊息，國外的訊息對人們而言較為抽象。

根據處理流暢度(Processing Fluency)的概念，當人們的思維模式搭配訊息的類型，

就會產生處理的流暢，進而會讓人們較易受到訊息內容的影響。發生在國內的訊

息因為較為具體，因此需要搭配較低層的認知構念；發生在國外的訊息因為較為

抽象，因此需要搭配較高層的認知構念。當消費者的認知構念層級為高時，若負

面 CSR 事件發生在國外則相對於發生在國內而言有較高的處理流暢度，因此消

費者對發生在國外的負面 CSR 事件會有相對於發生在國內的負面 CSR 事件而言

較低的 CSR 形象評價；當消費者的認知構念層級為低時，若負面 CSR 事件發生

在國內則相對於發生在國外而言有較高的處理流暢度，因此消費者對發生在國內

的負面 CSR 事件會有相對於發生在國外的負面 CSR 事件而言較低的 CSR 形象

評價。 

H1.4a：當認知構念層級為高時，國外相對於國內的CSR負面事件有較高的CSR形

象惡化。 

H1.4b：當認知構念層級為低時，國內相對於國外的CSR負面事件有較高的CSR形

象惡化。 

 

 

 

 

 

 

 

 

 

 

圖一  實驗一研究架構圖 

2. 實驗設計 
    實驗一主要目的是要檢驗消費者面臨不同程度心理距離的品牌在不同程度

社會距離的國家發生 CSR 負面事件時，消費者對企業的評價是否有所差異。本

實驗採用 2(心理距離近的品牌/心理距離遠的品牌)×2(CSR 事件發生地的社會距

離近/ CSR 事件發生地的社會距離遠)的受試者間實驗設計，衡量消費者的應變數

則包括消費者在閱讀 CSR 負面事件前對實驗品牌的 CSR 印象、消費者的認知構

念層級以及消費者在閱讀 CSR 負面事件後對實驗品牌的 CSR 印象。共變量則是

消費者對 CSR 議題的支持度以及對實驗素材中負面事件的可信度。 

H1.4a H1.4b 

H1.3 

H1.2 

H1.1 
心理距離(遠/近) 

(GAP/NET) 

 

社會距離(遠/近) 

(越南/台灣) 

企業社會責任形象

評價惡化 

認知構念層級 

(高構念/低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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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驗參與者 
    實驗一的參與者為台灣一所北部知名大學中修習管理學的學生共 166 名。在

進入正式分析前先刪除填答遺漏以及操弄檢驗中搞錯地理距離的樣本，樣本數從

166 降到 156。樣本特性描述如表一。其中，就性別而言，男性佔 30.1%，女性

佔 69.9%。學生背景而言，43.6%為商學院、25.6%為社會科學院、11.5%為外語

學院、19.3%為其他學院(包括文學院、理學院、傳播學院、國際事務學院等)。

年級而言，大一生佔 25%、大二生佔 40.40%、大三生佔 21.20%、大四生則佔了

13.40%。此外，由於本計畫將研究情境設定在服飾品，因此本計畫也調查了實驗

參與者每年平均花費在購買休閒服飾的金額。其中，未滿 2000 元的佔 7.7%，2000

元以上未滿 5000 元的佔 27.6%，5000 元以上未滿 8000 元的佔 25%，8000 元以

上未滿 10000 元的佔 16.7%，10000 元以上的佔 23%。而平均月收入的部分，平

均月收入為 4000 元以下的參與者佔 11.5%，4001 元~7000 元的佔 34%，7001 元

~10000 元的佔 35.9%，超過 10000 元的則佔 18.6%。 

 

表一 實驗一的樣本特徵 

樣本特性變數 層次 次數 比例(%) 

性別 男生 47 30.1 

女生 109 69.9 

每月服飾消費金額 未滿2000元 12 7.7 

2000元~未滿5000元 43 27.6 

5000元~未滿8000元 39 25.0 

8000元~10000元 26 16.7 

10000元~13000元 12 7.7 

13000元以上 24 15.3 

月收入 4000元以下 18 11.5 

4001元~7000元 53 34.0 

7001元~10000元 56 35.9 

10001元~13000元 20 12.8 

13001元~16000元 5 3.2 

16001元以上 4 2.6 

 
4. 前測與實驗素材 
    為了選出適當的實驗操弄品牌(心理距離近/遠)，實驗一在正式實驗前先針對

大學生進行一項前測。首先，本研究挑選兩項大學生比較熟悉且消費頻率較高的

商品類別，服飾以及巧克力。接著，本研究針對每一個商品類別從市面上各選出

七個品牌讓大學生評估自己對該品牌的心理距離。其中，在服飾品牌部分，本研

究選擇UNIQLO、NET、GAP、HANG TEN、GIORDANO、LATIV、ZARA等七

個品牌做為評估的項目；在巧克力品牌，本研究選擇七七乳加、雷神、MM、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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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SNICKER、德芙、健達等七個品牌做為評估的項目。衡量問項部分，本研

究採用品牌自我連結量表(Park et al., 2010)衡量大學生對上述品牌自我連結度以

篩選出心理距離近與遠的兩個實驗操弄品牌。55位大學生被邀請來評估這七個品

牌的心理距離。心理距離以品牌自我連結度來衡量，品牌自我連結度高，表示心

理距離低；品牌自我連結度低，表示心理距離高。樣本特性方面，就性別而言，

男生佔36.4%，女生佔63.6%。就每月購買服飾頻率而言，從未購買的佔9.1%，

購買1~5次的佔74.5%，購買6~10次的佔14.5%，購買11次以上的佔1.9%。 

前測結果發現七個巧克力品牌的品牌自我連結度有顯著差異(Wilk’s λ

=.54, F(6,49)=6.97, p<.001)。七個巧克力品牌的品牌自我連結度平均數分別如下:

七七乳加為3.53，雷神為3.21，MM為3.42，金莎為4.08，SNICKER為2.85，德

芙為3.36，健達為3.79。由於本研究預期國外品牌相較於國內品牌有較低的品牌

自我連結度，因此挑選符合條件的品牌。SNICKER被挑選為品牌自我連結度較

低的國外品牌，七七乳加被挑選為品牌自我連結度較高的國內品牌。七七乳加的

品牌自我連結度顯著高於SNICKER(MSNICKER=2.85, M七七乳加=3.53; t(54)=3.03, 

p<.01)，表示七七乳加相較於SNICKER有較低的心理距離。前測結果發現七個

服飾品牌的品牌自我連結度有顯著差異(Wilk’s λ=.58, F(6,49)=5.86, p<.001)。

七個服飾品牌的品牌自我連結度平均數分別如下:Net為3.70，Uniqlo為3.67，Zara

為3.50，Hang Ten為3.14，Lativ為2.96，Giodano為2.84，Gap為2.72 。由於本研

究預期國外品牌相較於國內品牌有較低的品牌自我連結度，因此挑選符合條件的

品牌。GAP被挑選為品牌自我連結度較低的國外品牌，NET被挑選為品牌自我連

結度較高的國內品牌。NET相較於GAP有較高的品牌自我連結度(MNET=3.70, 

MGAP=2.72; t(54)=7.58, p<.001)，表示NET相較於GAP有較低的心理距離。本研究

最後不選擇巧克力產品類別，選擇服飾產品類別，理由如下。第一，巧克力的每

月支出是低於服飾的，顯示服飾產品類別對於消費者的生活有較大的影響。在受

試者內的設計下，75%的受試者指出每月巧克力的消費頻率為1-5次，53%的受試

者指出每個月花在服飾的支出為2000-8000元。第二，服飾品牌組中國內與國外

品牌有差不多的聲譽(MNET=4.98, MGAP=4.65; t(54)=1.63, p>.10)，而巧克力品牌組

中國內品牌的聲譽高於國外品牌(MSNICKER=4.75, M七七乳加=5.24; t(54)=2.86, p<.01)。

代表品牌聲譽對於巧克力品牌而言是一個混淆因子(Confounding Factor)，在服飾

品牌則無此問題。本研究根據前測結果挑選出服飾品牌中的GAP作為心理距離遠

的實驗操弄品牌；NET作為心理距離近的實驗操弄品牌。  

    接著，本研究依據前測結果挑選出的實驗品牌設定了發生CSR負面事件的國

家(社會距離近/遠)。根據過去文獻(Henderson, Fujita, Trope, and Liberman, 2006)

指出，社會距離的衡量指標可分為不同種類，本研究選擇了地理距離作為區別社

會距離遠近的指標。相較於其他國家，台灣的地理距離對台灣的消費者而言是最

近的，因此，本研究選擇台灣為社會距離近的操弄情境。另一方面，考量到本研

究的實驗品牌為服飾品牌，許多服飾品牌皆在越南進行生產與製造活動，為符合

真實情境，本研究選擇越南做為社會距離遠的實驗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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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溝通訊息的認知構念層級部分，本實驗根據Brunk(2010)對消費者知覺企

業倫理作為所進行的分類，發展出20題與認知構念有關的企業社會作為題項。其

中，每個題目均有兩個選項：一個選項偏向該企業社會責任作為背後可能的原因

(Why)；另一個選項則偏向企業如何從事與進行該項社會責任的實際做法(How)。

當實驗參與者看到企業社會作為題項時，僅需按照個人最直接的想法從背後可能

的原因(Why)或實際做法(How)中挑選一個即可。如果實驗參與者回答Why的題

項次數多於How，則該實驗參與者會被歸類於高構念層級。如果實驗參與者回答

Why的題項次數少於How，則該實驗參與者會被歸類於低構念層級。如果實驗參

與者回答Why的題項次數等於How，則該實驗參與者會因無法被歸類而不列入分

析樣本中。 

    在CSR負面事件部分，本研究選擇與員工工作有關的議題做為負面事件的操

弄。在訊息設計部分，本研究將訊息描述分為三個部分。在實驗訊息的開端，本

研究首先提供一些實驗品牌的基本資料以及事件發生的國家。接著，本研究則提

供該品牌給予員工不合理的工時與工作環境。最後則提供關於該品牌為提供員工

應有福利的訊息。本研究將實驗一的素材與問卷列於附錄一中。 

5. 變數操弄與衡量 

5.1操弄檢驗變數 

(1)訊息可信度 

本研究採用部分由Ohanian (1990)所使用的量表衡量，衡量題項一共有3題，

均為李克特七點尺度，信度為0.94。 

(2)訊息負面程度 

本研究使用一題問項來衡量CSR訊息的知覺負面程度，採用7點尺度，1(非

常負面)到7(非常正面)。 

(3)品牌自我連結度 

本研究採用Park et al. (2010)所使用的量表衡量，衡量題項一共有3題，均為

李克特七點尺度，信度為0.81。 

(4)消費者認知構念層級 

為了檢驗構念層級歸類的有效性，將會比較被歸類於構念層級高與被歸類為

構念層級低的實驗參與者在回答Why題項的次數是否有顯著差異。如果歸類是有

效的，構念層級高相較於低的實驗參與者在回答Why題項的次數應較高。 

5.2應變數 

(1) CSR形象惡化程度 

    為了看出消費者因社會責任負面事件而對企業產生的社會責任形象惡化，本

實驗以社會責任形象差距為主要應變數。本實驗採用Alcañiz et al. (2010)所使用

的量表衡量，衡量題項一共有6題，均為李克特七點尺度。社會責任形象差距的

計算方式為事前社會責任形象減去事後社會責任形象。事前社會責任形象的信度

為0.92，事後社會責任形象的信度為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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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共變量 

(1) 品牌熟悉感 

本研究採用Kent and Allen (1994)所使用的量表衡量，衡量題項一共有3題，

均為李克特七點尺度，信度為0.87。 

(2) CSR議題支持度 

本研究採用Sen and Bhattacharya (2003)所使用的量表衡量，衡量題項一共有

4題，均為李克特七點尺度，信度為0.83。 

6. 實驗流程 
    實驗一的進行共分為三個階段，問卷結構大致分為以下部分：首先，實驗參

與者在第一階段的實驗時間將閱讀一小段服飾品牌的基本資料(包括公司成立的

時間、員工數以及所生產與銷售的產品)。接著，則請參與者填寫第一階段的問

卷(包括對品牌的CSR形象評估以及溝通訊息的認知層級構念) 。當參與者完成各

情境的問卷後，由實驗工作人員回收問卷。第二階段的進行是由工作人員發下

CSR負面事件的實驗素材請參與者閱讀，並請參與者在閱讀完畢後將自己的想法

簡單寫下。 

    實驗的最後一個階段是由實驗工作人員收回 CSR 負面事件的實驗素材以及

參與者所寫下的想法並請參與者填寫第三部分問卷(包括操弄檢定、閱讀完 CSR

負面事件後的 CSR 形象評估、訊息可信度以及個人基本資料)。待參與者都填寫

完畢後，實驗者檢驗實驗參與者是否知道本研究的目的，結果顯示實驗參與者皆

無法知道本研究目的。最後，向參與者進行事後告知(Debriefing)，說明訊息內容

是因研究目的需求而虛構的並謝謝參與者的協助。 

7. 研究結果 
7.1 操弄檢定 
    在進入正式分析前先刪除填答遺漏以及操弄檢驗中搞錯地理距離的樣本，樣

本數從 166 降到 156。結果指出社會責任負面事件的負面程度平均數為 2.35(7 點

尺度)，和量表中心點(4)有顯著差異(t(155)=-20.81, p<.001)，表示該社會責任負面

事件確實被知覺為負面事件。NET相較於GAP有較高的品牌自我連結(MNET=2.83, 
MGAP=2.39; t(154)=-2.34, p<.02)，這表示NET相對於GAP被知覺為心理距離較近

的品牌。接著檢驗認知構念層級分類的有效性。結果指出被歸類為構念層級高相

對於低的組回答”為什麼”選項的平均數較高(MH=13.31, ML=7.62; t(140)=14.93, 
p<.001)，表示構念層級的分類是有效的。GAP和NET在品牌聲譽上無顯著差異

(MNET=4.67, MGAP=4.89; t(154)=1.40, p>.16)。訊息可信度的平均數為 3.91，和量

表中心點(4)無顯著差異(t(155)=-1.21, p>.22)，表示訊息可信度為中等程度。2(品

牌:NET/GAP) 2(國家:台灣/越南) 2(構念層級:高/低)對訊息可信度影響之變異

數分析(ANOVA)被執行。結果顯示整體模式不顯著(F(7,134)=.53, p>.80)，表示訊

息可信度不會因為不同實驗條件有所不同。 
7.2 社會責任形象惡化程度 

2(品牌:NET/GAP) 2(國家:台灣/越南) 2(構念層級:高/低)對社會責任形象差

距影響之變異數分析(ANOVA)被執行，社會責任支持度與品牌熟悉度為共變量。

分析結果顯示品牌主效果不顯著(MNET=1.36, MGAP=1.46; F(1,132)=0.06, p>.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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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方向上可以得知當發生企業社會責任負面事件時，消費者對心理距離近的品

牌相對於心理距離遠的品牌有較低的企業社會責任形象惡化，因此H1.1雖無統計

上的支持，但有方向上的支持。此外，社會距離的主效果並不顯著(M台灣=1.45, M
越南=1.37; F(1,132)=0.28, p>.59)，且方向上和H1.2預期的相反，消費者對發生在越

南的企業社會負面事件產生的企業社會責任形象惡化小於發生在台灣的企業社

會負面事件，因此H1.2沒有得到支持。 

心理距離與社會距離對社會責任形象惡化的二階交互作用達統計上的顯著

(F(1,132)=4.11, p<.05)，如圖二所示，台灣與越南的企業社會責任形象惡化程度

之差距在Net是大於Gap的，表示當發生企業社會責任負面事件時，消費者因社

會距離的增加所產生企業社會責任形象惡化程度的擴大在心理距離較近的品牌

相對於遠的品牌更為明顯。因此，H1.3獲得了支持。如表二所示，對於NET而言，

發生在越南與發生在台灣的負面社會責任事件沒有顯著的企業社會責任形象惡

化(M台灣=1.22, M越南=1.48; t(77)=1.38, p>.17)，但在方向上可得知，發生於越南相

對於發生於台灣的負面事件有較大的企業社會責任形象惡化。對於GAP而言，發

生在台灣與發生在越南的負面社會責任事件沒有顯著的企業社會責任形象惡化

(M台灣=1.40, M越南=1.22; t(71)=.75, p>.45)。 

 
圖二  心理距離與社會距離對於消費者之影響 

 
表二 消費者對不同心理距離與社會距離下的事前事後 CSR 形象 

心理距離(品牌) 社會距離(國家) 事前CSR形象 事後CSR形象 

NET 台灣 3.93 2.71 

越南 3.82 2.34 

GAP 台灣 3.90 2.50 

越南 3.92 2.70 

 

H1.4的檢定結果顯示社會距離與構念層級對社會責任形象差距的二階交互

作用顯著(F(1,132)=4.66, p<.04)，如圖三所示。當消費者為高構念層級時，消費

者會對於發生在社會距離遠(越南)相對於社會距離近(台灣)而言有較高的社會責

1 

1.1 

1.2 

1.3 

1.4 

1.5 

1.6 

台灣 越南 

企業社會責任形象惡化  

GAP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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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形象惡化(M台灣=1.13, M越南=1.43; t(104)=1.69, p<.05, 單尾檢驗)，因此H1.4a得到

了支持。當消費者為低構念層級時，社會距離的遠近對消費者的社會責任形象惡

化程度無顯著影響(M台灣=1.61, M越南=1.27; t(30)=1.26, p>.21)，但若從表三所示之

平均數的變化方向上可得知對低構念層級的消費者而言，企業社會責任負面事件

發生在社會距離近的國家(台灣)相對於社會距離近的國家(越南)而言有較高的社

會責任形象惡化。因此，H1.4b雖無統計上的支持，但有方向上的支持。最後，本

研究並無發現其他顯著的交互作用及主效果。構念層級主效果(F(1,132)=2.96, 

p>.08)皆無顯著影響。品牌與構念層級的交互作用不顯著(F(1,132)=2.14, p>.14)。

品牌、國家與構念層級的三階交互作用不顯著(F(1,132)=1.80, p>.18)。 

 

圖三 消費者構念層級與社會距離對於社會責任形象惡化之影響 

 

表三 不同認知構念層級與國家下的事前事後CSR形象 

認知構念層級 社會距離(國家) 事前CSR形象 事後CSR形象 

低構念 台灣 4.04 2.43 

越南 3.80 2.54 

高構念 台灣 3.83 2.71 

越南 3.85 2.42 

 
8. 討論 
    結果指出消費者對於發生在社會距離遠與發生在社會距離近負面事件的企

業社會責任形象惡化程度無顯著差異，這結果不支持Eyal et al. (2008)的主張。明

確而言，人們對於社會距離較遠的道德事件應有較負面的評斷，因為人們會根據

嚴厲的道德原則判斷社會距離遠的道德事件，對於社會距離近的事件容易產生情

境相關的考量，會減弱負面事件的影響。然而，結果不支持這樣的說法。這可能

是因為雖然社會距離近的負面事件會讓人產生情境相關的考量，但這些考量不一

定都是減弱負面事件的影響(反論述)，也有可能會放大負面事件的影響。過去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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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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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構念層級 高構念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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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者效應的研究指出若受害者的身份能被認出(有名字)，則相較於不能被認出而

言，人們對於不道德行為的施行者有較負面的評價(Gino et al. 2010)，因為人們

會給予有身份識別的受害者較多的關注與同情。就本研究的情境而言，發生在國

內的負面事件相較於國外而言，消費者可能會認為自己是受害者，因為自己可能

會被負面事件影響，在此情況下受害者是可被認出的(自己)，因此會對於做出社

會責任負面事件的企業給予較負面的評價。雖然社會距離近的負面事件會讓人仔

細檢驗情境的細節，受害者效應下，消費者可能不會對負面事件產生反論述，反

而會根據情境中的細節去放大負面事件的影響，因此消費者對於社會距離近的負

面事件亦有可能產生較高的企業社會責任形象惡化程度。由於本研究定義社會距

離近為負面事件發生在消費者所屬國家，因此更有可能會強化受害者效應發生的

可能性。若要排除受害者效應的影響，應該將社會距離近定義為負面事件發生在

鄰近的國家，如中國。未來研究可以探討受害者效應對企業社會責任負面事件影

響的議題。 

本研究在企業社會責任負面事件的情境下，檢驗心理距離與社會距離對企業

社會責任形象惡化程度的影響，結果指出兩種距離有交互作用，且心理距離與社

會距離的主效果皆不顯著，這對構念層級理論的意涵為，應該檢驗多種距離的交

互作用，而不是考量單一距離而已。過去研究多檢驗單一距離的影響，時間距離

遠相較於近或是社會距離遠相較於的情況下，人們對於非道德事件會給予較負面

的評價(Eyal et al. 2008)。過去研究亦有檢驗性別調節時間距離對倫理事件評價的

影響(Agerstrom et al. 2010)，各種距離(社會、心理與實體)調節結果影響程度

(Magnitude of Consequence)對倫理事件評價的影響(Mencl and May 2009)。然而，

尚未有研究檢驗不同距離之間的交互作用對倫理事件評價的影響。未來應有更多

研究著墨此點。 
    實驗一的結果指出消費者的認知構念層級若和負面社會責任訊息之社會距

離產生搭配，消費者比較會受到負面訊息的影響，這支持了處理流暢度的觀點。

明確而言，當消費者的認知構念層級為高時，在處理發生在遠方的負面社會責任

事件相對於發生在近方的負面事件而言會有較高的處理流暢度，因此會對於發生

在較遠的負面事件產生較嚴重的社會責任形象惡化；當消費者的認知構念層級為

低時，在處理發生在近方的負面社會責任事件相對於發生在遠方的負面事件而言

會有較高的處理流暢度，因此會對於發生在較近的負面事件產生較嚴重的社會責

任形象惡化。然而，結果指出當消費者的認知構念層級為低時，負面事件社會距

離遠近的社會責任惡化程度沒有顯著差異，這可能是因為統計檢定力不足的問題。

因為認知構念層級是用衡量的方式，較難控制不同認知構念層級消費者的人數。

本研究參與者中大部分(101名)皆為高認知構念層級的人，低認知構念層級的人

只有31名，因此低認知構念層級下的統計分析會因為樣本數不足而導致統計檢定

力不足的問題。儘管結果未達統計顯著性，但是在方向上仍符合處理流暢度理論

的預期。 

    實驗一的結果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部分進行討論：第一，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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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對心理距離程度不同的品牌在不同社會距離國家發生社會責任負面事件

的評價是有所差異的。我們發現，當社會責任負面事件發生在社會距離近的國家

時，消費者對心理距離近或遠的品牌的社會責任形象評價的下降程度並無差異；

而當社會責任負面事件發生在社會距離遠的國家時，消費者對心理距離近的品牌

的社會責任形象評價的下降程度會大於心理距離遠的品牌。我們認為可能的解釋

原因為消費者認為和自己心理距離較近的品牌在社會距離遠的國家發生了社會

責任負面事件比起和自己心理距離較遠的品牌更有羞恥感。消費者可能會因為民

族意識的影響，認為和自己較親近的品牌居然在國外發生了負面事件而產生丟臉

丟到外國去的感覺，因而產生較大的社會責任形象落差。 

    第二，實驗結果顯示當社會責任負面事件發生在社會距離近的國家時，消費

者會對運用低構念層級的溝通訊息有較大的社會責任形象評價落差。此結果的含

意是，當社會責任負面事件發生在近距離的國家時，企業或媒體若採用非常詳細

且具體的訊息與消費者互動和溝通時，會讓消費者產生較大的企業社會責任形象

評估的落差。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雖然當社會責任負面事件發生在遠距離的國

家時，運用高構念層級與低構念層級的溝通訊息並不會顯著地影響消費者對企業

社會責任形象的改變量，但是進一步分析平均數的結果發現，當社會責任負面事

件發生在遠距離的國家時，企業或媒體若採用比較模糊且抽象的訊息與消費者互

動和溝通時，會讓消費者產生較大的企業社會責任形象評估的落差。上述的研究

結果是與過去關於構念層級的文獻有一致的發現。 

9.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 
    本實驗係因根據前測結果選擇了實驗參與者比較熟悉的產品類別(服飾品牌)

做為研究的情境。未來研究可以延伸探討消費者對不同類別的產品品牌在相同的

研究情境下是否也會產生與本研究一致的反應。此外，本研究以實驗法操弄心理

距離程度不同(遠/近)的品牌以及社會距離程度不同的企業社會責任負面事件發

生地。未來研究亦可改變操弄方式或者是將心理距離與社會距離設為連續變數，

以衡量的方式探討心理距離與社會距離對消費者企業形象評價的影響。 

二、實驗二 
1. 假設發展 
    興利型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做的社會責任活動是在主動提升社會的正面結果，

譬如積極研發科技與產品以改善環境。這類型的社會責任類似利他型的社會責任，

企業沒有做此類型的社會責任並不會負面影響到其企業社會責任形象，但是若做

了此類型的社會責任，則會大大提升企業社會責任形象(Brunk and Blümelhuber, 

2011)。除弊型的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做的社會責任活動是在消除其可能對社會造

成的弊害，譬如公司採用新的科技以減少公司的營運對空氣造成污染的可能性。

除弊類型的企業社會責任類似規範型社會責任，因為消費者會認為企業做此類型

的社會責任是理所當然(基本面)，不會增加很多分數，不做此類型的社會責任反

而對於企業社會責任形象上會扣很多分數Brunk and Blümelhuber (2011)。由上可

知，興利型社會責任本質上而言會比除弊型社會責任給企業帶來較高的企業社會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48296310000524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48296310000524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48296310000524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4829631000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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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形象。 

H2.1: 興利型社會責任相對於除弊型社會責任而言有較高的企業社會責任形象 

    促進導向的人們，追求成長與進步，他們傾向會偏好以樂觀的方式對事物做

預測；預防導向的人們，追求安全與安全感，他們傾向會以悲觀的方式對事物做

預測(Hazlett, Molden, and Sackett 2011)。當企業實行興利型社會責任時，因為促

進導向相較於預防導向的消費者會以較樂觀的心態看待此事件，因此促進導向相

較於預防導向的消費者會知覺到較高的企業社會責任形象；當企業實行除弊型社

會責任時，因為此類型的社會責任為基本面，因此不同調節焦點的消費者反應不

會有太大的差距。因此，發展出以下假設： 

H2.2a: 當企業實行興利型社會責任，促進導向相對於預防導向的消費者而言有較

高的企業社會責任形象。 

H2.2b: 當企業實行除弊型社會責任，促進導向與預防導向的消費者之企業社會責

任形象應無顯著差異。 

2. 設計 
實驗二主要目的是要探討不同類型的 CSR 事件與調節焦點是否會讓消費者

對企業產生不同程度的企業 CSR 形象評價。本實驗選擇環境保護議題為研究情

境，並採用 3(興利類型的 CSR 事件/除弊類型的 CSR 事件/控制組)×2(促進焦點/

預防焦點)的受試者間實驗設計，衡量消費者的應變數則包括消費者對企業能力

的評價、信任、CSR 印象、認同以及消費者對企業的態度與意願。另外，考量

到實驗情境為環保議題，實驗參與者本身對議題與環境的關注程度可能會影響實

驗進行中消費者對上述應變數的評價，因此實驗二選擇消費者對 CSR 議題的支

持度以及對環境關注的程度作為共變量。 

3. 實驗參與者 
    實驗二的參與者為台灣一所北部知名大學中修習管理學的學生共 316 名。樣

本特性描述如下：性別而言，男性佔 39.7%，女性佔 60.3%。學生背景而言，43.4%

為商學院、27.8%為社會科學院、11.1%為外語學院、17.7%為其他學院(包括文學

院、理學院、傳播學院、國際事務學院等)。年級而言，大一生佔 12.1%、大二

生佔 46%、大三生佔 26.9%、大四生則佔了 12.1%、碩士生佔 0.9%。此外，就月

收入而言，4000 元以下的佔 13.9%，4001 元~7000 元的佔 32.3%，7001 元~10000

元的佔 38.6%，超過 10000 元的佔 15.2%。 

4. 前測與實驗流程 
    為了篩選出本研究欲操弄的企業社會責任類型之分類(興利與除弊)，本研究

首先選取環保議題作為研究情境，並根據 Brunk(2009)與 Torugsa, O’Donohue 以

及 Hecker (2013)提出企業與環境有關的作為設計出 16 個不同的敘述讓參與者以

李克特七點尺度(除弊程度非常高=1；除弊程度高=2；除弊程度輕微=3；不除弊

也不興利=4；興利程度輕微=5；興利程度高=6；興利程度非常高=7)評估該作為

興利與除弊的程度。本研究根據填答者對各項企業環境作為認知興利或除弊的平

均數與 t 檢定結果(如表四所示)篩選出 3 個興利敘述與 3 個除弊敘述作為企業社



19 
 

會責任類型的操弄訊息。 

表四企業社會責任類型之分類的前測結果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顯著性 

興利/除弊

程度 

公司積極研發改善環境之科技

與產品。 

5.22 1.78 4.65 .000 興利 

公司不會剝削或濫用當地自然

資源。 

3.74 1.84 -.96 .342  

公司確實實施資源回收。 3.70 1.75 -1.18 .244  

公司致力於在營運過程中降低

資源與能源的耗費。 

3.65 1.95 -1.21 .232  

公司旅遊政策落實環境保護觀

念。 

3.96 1.62 -.18 .856  

公司做好廢棄物處理。 3.35 1.65 -2.68 .010 除弊 

公司投資在能改善環境的產品

與技術。 

5.24 1.46 5.74 .000 興利 

公司定期檢視本身的營運對於

自然環境的影響是否得當。 

4.37 1.51 1.66 .104  

公司將生態規範納入採購標

準。 

4.11 1.72 .43 .669  

公司提供員工與環境有關的教

育訓練。 

4.24 1.51 1.08 .288  

公司會過濾與控制排放出的廢

棄物。 

3.52 1.77 -1.83 .074  

公司會增加能源利用的有效

性。 

4.65 1.70 2.60 .013 興利 

公司會減少或替換具有危險性

的化學物質或原料。 

3.07 1.84 -3.44 .001 除弊 

公司有系統地將具有危險性的

廢棄物分類。 

3.13 1.61 -3.65 .001 除弊 

公司使用環境方面的認證(例

如: ISO 14000) 。 

4.15 1.58 .65 .516  

公司在設計產品與製程時能讓

整個產品生命週期中的生態足

跡極小化。 

4.24 1.84 .88 .383  

 

其中若分數顯著較高者，則為興利型，分數顯著較低者，則為除弊型，若檢

定結果為不顯著者，則分類為無差異。本前測的樣本為國立政治大學的 46 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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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單一樣本t檢定(平均值=4)的結果顯示「公司積極研發改善環境之科技與產品」、

「公司投資在能改善環境的產品與技術」與「公司會增加能源利用的有效性」為

興利程度較高的作為；「公司做好廢棄物處理」、「公司會減少或替換具有危險

性的化學物質或原料」與「公司有系統地將具有危險性的廢棄物分類」為除弊程

度較高的作為。因此，本研究將上述的敘述作為興利/除弊的操弄訊息。進一步

分析發現，3 個興利敘述之平均興利除弊程度和量表中心點(4)有顯著差異，且高

於 4 分(M興利=5.04; t(45)=5.26, p<.001)，表示三個興利敘述整體而言被知覺為興利。

3 個除弊敘述之平均興利除弊程度和量表中心點(4)有顯著差異，且低於 4 分(M

除弊=3.18; t(45)=-3.74, p<.001)，表示三個除弊敘述整體而言被知覺為除弊。三個

興利敘述之興利程度和三個除弊敘述之除弊程度沒有顯著差異(t=.65, p>.52)。 

接著，本研究依據前測結果分別將企業社會責任的興利與除弊敘述搭配虛擬

的品牌(包括公司名稱、主要產品及銷售市場規模)製作成實驗操弄訊息。消費者

調節焦點的部分，本實驗則採用 Wan, Hong, Sternthal (2009)的操弄方式。首先，

請參與者想像自己正修習一門重要的課程。接著，促進焦點組的參與者須回答「希

望在這門課可以達到怎麼樣美好的成果」以及「會採取哪些做法以達成那些美好

的成果」的開放式問答題；預防焦點組的參與者則須回答「想要避免在這門課產

生什麼樣不良的後果」以及「會採取哪些做法以避免上述不良的後果」的開放式

問答題。當參與者完成調節焦點的開放式問題後，本實驗亦根據 Wan, Hong, 

Sternthal (2009)所採用的兩題問項衡量調節焦點的操弄檢定。 

    實驗二的進行流程為：參與者首先會被要求回答關於調節焦點以及操弄檢定

的問題。接著，參與者將閱讀一段與企業有關的段落文字，其中包括公司資訊及

企業社會責任作為，控制組的參與者將只會閱讀公司資訊的段落文字。當參與者

閱讀完畢後則被要求完成一份與剛才閱讀資訊有關的問卷填答。待參與者差不多

都填寫完畢後，可以問一下實驗參與者認為本研究目的可能為何。最後，向參與

者說明訊息內容是因研究目的需求而虛構的並謝謝參與者的協助。 

5. 變數衡量 

    實驗二的問卷結構主要分為四個部分。第一，參與者被要求完成兩題關於調

節焦點的開放式問題以及兩題衡量調節焦點操弄檢定的題項。第二，本實驗提供

一段包含公司資訊與其企業社會責任作為的段落文字供實驗參與者閱讀。第三部

分則是請參與者填答本實驗應變數與共變數的衡量；最後一部分為詢問參與者的

個人基本資訊。本研究將實驗二的素材與問卷列於附錄二中。以下將分別說明本

實驗應變數與共變數的衡量： 

5.1應變數 
(1) CSR形象 

    本研究採用Alcañiz et al. (2010)所使用的量表衡量，衡量題項一共有6題，均

為李克特七點尺度，信度為0.94。 

 

(2) 消費者-公司認同(C-C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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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採用Du et al. (2007)所使用的量表衡量，衡量題項一共有4題，均為李

克特七點尺度，信度為0.94。 

(3) 公司態度 

    本研究採用MacKenzie and Lutz (1989)所使用的量表衡量，衡量題項一共有4

題，均為李克特七點尺度，信度為0.94。 

(4) 購買意願 

    本研究採用Putrevu and Lord’s (1994)所使用的量表衡量，衡量題項一共有3

題，均為李克特七點尺度，信度為0.85。 

5.2共變數 
(1)公司能力(Corporate Ability) 

    本研究採用Berens et al. (2005)所使用的量表衡量，衡量題項一共有5題，均

為李克特七點尺度，信度為0.82。 

(2)公司信任(Corporate Trust) 

    本研究採用Sirdeshmukh et al. (2002)所使用的量表衡量，衡量題項一共有5

題，均為李克特七點尺度，信度為0.85。 

(3) CSR議題支持度 

    本研究採用Sen and Bhattacharya (2003)所使用的量表衡量，衡量題項一共有

5題，均為李克特七點尺度，信度為0.93。 

(4) 環境關注 

    本研究採用Kim and Choi (2005)所使用的量表衡量，衡量題項一共有5題，均

為李克特七點尺度，信度為0.82。 

6. 研究結果 
6.1 操弄檢定(Manipulation check) 
    預防型調節焦點相較於促進型調節焦點被知覺具有較高的避免不好結果程

度(MPrevention=5.14, MPromotion=3.50; t(185)=8.26, p<.001)與較低的達成正面結果程

度(MPrevention=4.95, MPromotion=5.97; t(182)=-6.44, p<.001)，這表示調節焦點的操弄

是成功的。興利型的三種社會責任活動相較於除弊型的三種社會責任活動被知覺

具有較高的興利程度(第一個活動: M興利=4.41, M除弊=3.30; t(202)=4.56, p<.001；第

二個活動: M興利=4.55, M除弊=3.30; t(205)=5.29, p<.001；第三個活動: M興利=5.13, M

除弊=3.29; t(204)=8.62, p<.001)，這表示社會責任類型的操弄是成功的。 

6.2 分析 
2(調節焦點:預防/促進)×2(社會責任類型:興利/除弊)的變異數分析(ANOVA)

被執行。應變數為社會責任形象、消費者對公司認同、公司態度以及購買意圖。

共變量為社會責任支持、環境關懷、知覺公司能力以及公司信任。為了看出各個

應變數的改變，在分析前先將受試者在各個應變數的分數分別減掉控制組在不同

調節焦點下各個應變數的平均數。明確而言，社會責任形象的平均數在預防組為

3.75，在促進組為 3.58。消費者對公司認同的平均數在預防組為 4.12，在促進組

為 4.11。公司態度的平均數在預防組為 4.45，在促進組為 4.38。購買意圖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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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在預防組為 4.51，在促進組為 4.72。 

(1)社會責任形象 

結果顯示調節焦點的主效果顯著，促進焦點下的社會責任形象改變量是高於

預防焦點的(MPrevention=1.21, MPromotion=1.58; F(1,199)=16.12, p<.001)。社會責任類

型的主效果顯著，興利型社會責任相較於除弊型的社會責任而言有較高的社會責

任形象改變量(M興利=1.60, M除弊=1.19; F(1,199)=20.06, p<.001)，H2.1得到支持。調

節焦點與社會責任類型的交互作用顯著(F(1,199)=4.79, p<.03)，如圖四所示。明

確而言，在興利型社會責任下，促進焦點相對於預防焦點的消費者有較高的社會

責任形象改變(M預防=1.44, M促進=1.96; F(1,96)=19.99, p<.001)，H2.2a得到支持；在

除弊型社會責任下，促進焦點與預防焦點的社會責任形象改變量無顯著差異(M

預防=0.99, M促進=1.20; F(1,99)=2.38, p>.12)，H2.2b亦得到支持。共變量的部分，公

司能力(p=.005)與公司信任(p<.001)有顯著影響，社會責任支持(p>.52)與環境關懷

(p>.68)則無顯著影響。共變量的部分，公司能力(p=.005)與公司信任(p<.001)有顯

著影響，社會責任支持(p>.52)與環境關懷(p>.68)則無顯著影響。實驗二亦針對另

外一個方向分析，在促進焦點下，興利型社會責任相對於除弊型社會責任而言有

較高的社會責任形象改變(M興利=1.91, M除弊=1.34; F(1,98)=19.55, p<.001)；在預防

焦點下，興利型社會責任相對於除弊型社會責任而言有較高的社會責任形象改變

(M興利=1.29, M除弊=1.03; F(1,97)=3.99, p<.05)。在促進焦點下的興利除弊社會責任

形象改變差距大於預防焦點下。共變量的部分，公司能力(p=.005)與公司信任

(p<.001)有顯著影響，社會責任支持(p>.52)與環境關懷(p>.68)則無顯著影響。 

(2)消費者對公司認同 
結果顯示調節焦點的主效果顯著，促進焦點下的消費者對公司認同改變量是

高於預防焦點的(MPrevention=.27, MPromotion=.49; F(1,199)=4.33, p<.04)。社會責任類

型的主效果不顯著，興利型社會責任和除弊型的社會責任而言有差不多的消費者

對公司認同改變量(M興利=.44, M除弊=.31; F(1,199)=1.35, p>.24)。調節焦點與社會責

任類型的交互作用不顯著(F(1,199)=.11, p>.74)。共變量的部分，公司能力(p<.001)

與公司信任(p<.001)有顯著影響，社會責任支持(p>.99)與環境關懷(p>.99)則無顯

著影響。 

(3)公司態度 
結果顯示調節焦點的主效果顯著，促進焦點下的公司態度改變量是高於預防

焦點的(MPrevention=.20, MPromotion=.46; F(1,199)=9.94, p<.002)。社會責任類型的主效

果顯著，興利型社會責任相較於除弊型的社會責任而言有較高的公司態度改變量

(M興利=.47, M除弊=.18; F(1,199)=11.39, p<.001)。調節焦點與社會責任類型的交互作

用不顯著(F(1,199)=.24, p>.62)。共變量的部分，公司能力(p<.001)與公司信任

(p<.001)有顯著影響，社會責任支持(p>.99)與環境關懷(p>.90)則無顯著影響。 

(4)購買意圖 
結 果 顯 示 調 節 焦 點 並 無 顯 著 主 效 果 (MPrevention=.07, MPromotion=-.01; 

F(1,199)=.58, p>.44)。社會責任類型並無顯著主效果 (M 興 利 =.02, M 除 弊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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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199)=.05, p>.82)。調節焦點與社會責任類型的交互作用不顯著(F(1,199)=.46, 

p>.49)。共變量的部分，公司能力(p<.001)、公司信任(p<.001)與環境關懷(p<.05)

有顯著影響，社會責任支持(p>.87)則無顯著影響。 

 

圖四 調節焦點與社會責任類型對企業社會責任形象之影響 

(5)路徑分析 
本研究根據研究架構中構念的部分做路徑分析，原始模式(MO)的結果如表

五所示。原始模式(MO)的配適度是不佳的( 2χ = 53.88, df = 3, p <0.001; CFI = 0.95; 

NFI = 0.95; RMSEA = 0.29; SRMR = 0.04)。企業社會責任形象正向影響消費者對

公司認同，消費者對公司認同正向影響公司態度，公司態度會正向影響購買意圖。

本研究進一步以原始模式(MO)當作基礎，發展出三個競爭模式，原始模式與三

個競爭模式如圖六~八所示。M1 模式相對於原始模式(MO)而言容許讓企業社會

責任形象直接影響公司態度；M2 模式相對於原始模式(MO)而言容許讓企業社會

責任形象直接影響購買意圖；M3 模式相對於原始模式(MO)而言容許讓消費者對

公司認同直接影響購買意圖。本研究將原始模式(MO)與M1、M2 與M3 比較，結

果顯示於表六與表七。卡方差異檢定結果顯示M2 及M3 原始模式的配適度不會

顯著優於原始模式，但是M1 模式的配適度顯著優於原始模式，這表示原始模式

應該再加上一條關係: 企業社會責任形象到公司態度。後續將針對M1 模式做進

一步分析，分析結果如表八所示。M1 模式中，企業社會責任形象正向影響消費

者對公司認同與公司態度，消費者對公司認同正向影響公司態度，公司態度正向

影響購買意圖。從M1 模式亦可得知消費者對公司認同與品牌態度會完全中介企

業社會責任形象與購買意圖之間的關係。消費者對公司認同會部分中介企業社會

責任形象與公司態度之間的關係。公司態度會完全中介消費者對公司認同與購買

意圖之間的關係。另外，實驗二亦針對M1 模式做直接間接效果的拆解，結果如

表九所示。 

 

表五 原始模式結果 (MO) 

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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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弊 興利 

企業社會責任形象 

預防 

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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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對公司認同 公司態度 購買意圖 

企業社會責任形象 0.39***   

消費者對公司認同  0.31***  

公司態度   0.41*** 

控制變數    

公司能力 0.18** 0.22*** 0.16* 

公司信任 0.19** 0.39*** 0.19* 

CSR 議題支持度 0.00 0.01 0.02 

環境關注 0.01 0.04 0.00 

SMCa 44% 62% 46% 
註 1.應變數顯示在第一列，自變數顯示在左邊第一欄。所呈報的係數為標準化數值。 
註 2.a SMC指應變數與自變數的多元相關係數之平方 
註 3.*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圖五 實驗二路徑分析之原始模式 (MO) 

 

 

 

 

 

 

圖六 實驗二路徑分析之競爭模式一 (M1) 

 

 

 

 

 

圖七 實驗二路徑分析之競爭模式二 (M2) 

 

 

 

 

 

圖八 實驗二路徑分析之競爭模式三 (M3) 

表六  實驗二路徑分析之競爭模式比較-配適度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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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適度指標 
MO(原始模

式) 
M1(CSR→AT) M2(CSR→IN) M3(CC→IN) 

2χ  53.88 4.47 52.38 51.82 

df 3 2 2 2 

p < 0.001 0.11 < 0.001 < 0.001 

GFI 0.94 0.99 0.94 0.94 

CFI 0.95 1.00 0.95 0.95 

NFI 0.95 1.00 0.95 0.95 

RMSEA 0.29 0.07 0.35 0.35 

SRMR 0.04 0.01 0.04 0.04 

表七 實驗二路徑分析之競爭模式比較_卡方差異檢定 

 MO V.S. M1 MO V.S. M2 MO V.S. M3 

Δ 2χ  (1) 49.41 1.50 2.06 

p < 0.001 0.22 0.15 

表八 實驗二競爭模式一路徑分析結果 

 消費者對公司認同 公司態度 購買意圖 

企業社會責任形象 0.39*** 0.42***  

消費者對公司認同  0.16**  

公司態度   0.41*** 

控制變數    

公司能力 0.18*** 0.13*** 0.16* 

公司信任 0.19*** 0.29*** 0.19* 

CSR 議題支持度 0.00 −0.04 0.02 

環境關注 0.01 0.05 0.00 

SMCa 44% 71% 46% 
註 1.應變數顯示在第一列，自變數顯示在左邊第一欄。所呈報的係數為標準化數值。 
註 2.a SMC指應變數與自變數的多元相關係數之平方 
註 3.*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九 實驗二競爭模式一總效果拆解 

總效果 間接/直接效果 效果量 t值 

CSR形象→公司態度 
CSR形象→公司態度 0.41 7.48 

CSR形象→消費者對公司認同→公

司態度 
0.07 2.96 

CSR形象→購買意圖 

CSR形象→消費者對公司認同→公

司態度→購買意圖 
0.03 2.57 

CSR形象→公司態度→購買意圖 0.17 4.25 

消費者對公司認同→

購買意圖 

消費者對公司認同→公司態度→購

買意圖 
0.07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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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討論 
本研究結果指出興利型社會責任相較於除弊型社會責任有較高的企業社會

責任形象，此結果呼應Brunk and Blümelhuber (2011)的說法。興利型社會責任類

似利他型社會責任，公司若實行此類型的社會責任，將會大大提升社會責任形象；

除弊型社會責任類似規範型社會責任，即使企業實行也不會提升社會責任形象太

多。 

Hazlett, Molden, and Sackett (2011)指出促進焦點相對於預防焦點下的人們而

言對於事物有較為樂觀的看法。本研究在消費者對企業社會責任事件看法的情境

下檢驗，發現雖然促進焦點相對於預防焦點的消費者對於社會責任事件抱持較樂

觀的態度，但是企業社會責任的類型可能是一個界限條件。本研究結果指出對於

興利型社會責任而言，促進焦點相對於預防焦點的消費者會有較高的企業社會責

任形象，這裡符合促進焦點相對於預防焦點下的人們較為樂觀的說法；然而，對

於除弊型社會責任而言，促進與預防焦點的消費者的企業社會責任形象沒有顯著

差異。由於除弊型企業社會責任是基本面，是企業當為之事，因此即使促進焦點

相對於預防焦點的消費者有較為樂觀的評價，但差距不大。 

本研究結果指出當消費者為促進焦點時，消費者對於興利相對於除弊型的社

會責任有較高的企業社會責任形象；當消費者為預防焦點時，消費者對於興利與

除弊型社會責任的企業社會責任形象無顯著差異。此外，興利型與除弊型社會責

任形象的差距在促進焦點下是大於除弊焦點的。這樣的結果進一步支持促進焦點

相對於預防焦點的人們會以樂觀方式看待事物的主張(Hazlett, Molden, and 

Sackett 2011)。促進焦點下的消費者面對正面的社會責任事件(像是興利型社會責

任)，可能會以樂觀的角度思考，因此會更為放大正面的效果，因此興利型社會

責任相對於除弊型社會責任的正面提升效果會大。反之，預防焦點下的消費者即

使面對正面的社會責任事件，可能會以悲觀的角度思考，可能會認為企業做這樣

的社會責任是有意圖的，是為了什麼利益，像是贏得消費者的好感，讓消費者多

買公司產品服務等等，因此興利型相較於除弊型社會責任帶來的正面提升效果會

比較不明顯。 

本研究結果不完全支持調節配適理論(Regulatory Fit Theory)的主張。 

調節配適關心的是一個人現有的目標導向(Current Goal Orientation)和追求目標

的手段之間是否是配適的(Avnet and Higgins 2006)。如果追求目標的手段是可以

維持一個人現有的目標，此情況就稱為配適；如果追求目標的手段會干擾一個人

現有的目標，此情況就稱為不配適。調節配適會增加決策者對於訊息內容回應的

信心。亦即，若訊息內容能夠維持人們現有目標的達成，人們就會對於訊息內容

有信心，比較容易被說服；若訊息內容不能維持人們現有目標的達成，則人們就

會對訊息內容無信心，比較不會被說服(Aaker and Lee 2001; Lee, Aaker, and 

Gardner 2000; Petty and Wegener 1998)。因此，按照調節配適理論的主張，企業

社會責任的類型應該要搭配消費者的調節焦點，如此才有助於提升企業社會責任

形象，亦即促進焦點應搭配興利型社會責任，預防焦點應搭配除弊型社會責任，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48296310000524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14829631000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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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達到較好的效果。本研究結果指出當消費者現有的目標為促進導向時，消費

者對於實行興利型相對於除弊型社會責任的企業有較高的企業社會責任形象，這

裡符合調整配適理論的主張。然而，本研究結果亦指出當消費者現有的目標為預

防導向時，消費者對於實行興利型相對於除弊型社會責任的企業有較高的企業社

會責任形象，調整配適理論的主張在預防焦點下不受到支持。這可能是因為本質

而言，興利型社會責任因為相對於除弊型社會責任是正面的一件事(對於社會的

正向提升)，所以即使是預防焦點的消費者還是會喜愛興利型社會責任甚過除弊

型社會責任。由上可知，調整配適理論的主張有其界限條件。當訊息之間有明顯

的優劣分別(i.e.,本研究中的興利與除弊型社會責任)，不管是促進或是預防焦點

的人們都會偏愛較帶有正面意涵的訊息。 

本研究結果亦指出消費者對公司認同與公司態度會中介企業社會責任形象

與購買意圖之間的關係。明確而言，企業社會責任形象會影響消費者對公司認同

與公司態度，消費者對公司認同會影響公司態度，公司態度會影響購買意圖。因

此，本研究結果支持社會責任自我定義(self-definition)觀點的主張(Bhattacharya 

and Sen 2003)，消費者會將企業社會責任形象作為自我評估的基礎，進而產生對

於公司的認同，然後有好的態度，進而產生正面結果，像是購買意圖。此外，本

研究結果指出公司態度會完全中介消費者對公司認同與購買意圖，此結果呼應

Currás-Pérez (2009)，在他們的研究中，公司評價會完全中介消費者對公司認同

與購買意圖之間的關係。 

三、實驗三 
1. 假設發展 
    Freitas et al., (2004)之研究發現指出以「獲得框架」(gain frame)配合高階的構

念，或「損失的框架」配合低階的構念，能導致高的訊息處理流暢度(e.g., Freitas, 

Gollwitzer, and Trope 2004; Vallacher and Wegner 1987)，White, MacDonnel and 

Dahl (2011)曾探討此兩種框架配適度對於消費者回收行為的溝通效果，亦證實配

適時的效益較不配適時為高。本研究認為「除弊」與「興利」的CSR 作為可分

別對應於「損失減少」與「獲得增加」的架構，因此認為CSR 類型與CSR 溝通

的構念層級間的配適度可提高CSR 的溝通效果，並提出H3.1。 

H3.1：對應於除弊型的CSR，興利型的CSR 活動的溝通採用高階的構念，將較採

用低階構念能使消費者有較佳的廣告訊息可信度。另一方面，對應於興利型的

CSR，除弊型的CSR 活動的溝通採用低階的構念，將較採用高階構念能使消費

者有較佳的廣告訊息可信度。 

    認知構念層級理論中提及，人們對於和自己心理距離較遠事物的感受是抽象

的；反之，人們會對和自己心裡距離較近事物的感受是具體的。因此，當企業運

用代言人為廣告進行代言時，相對於心理距離近的代言人，消費者會對和自己心

理距離遠的代言人感到抽象。如同H1所言，興利的CSR因為會喚起消費者獲得的

框架，應使用抽象的溝通方式，才能達到好的溝通效果，具有廣告訊息可信度。

相較於其他溝通構念層級與心理距離組合而言，企業若使用心理距離遠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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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高溝通構念層級的訊息將會有最高的廣告信息可信度。 

H3.2：對興利型的企業社會責任事件而言，採用心理距離較遠的國外代言人並同

時運用高階構念的溝通訊息會比其它三個類型的溝通設計組合(國外代言人搭配

低階構念訊息；國內代言人搭配低階構念訊息；國內代言人搭配高階構念訊息)

能使消費者有較佳的廣告訊息可信度。 

如同H3.1所言，除弊的CSR因為會喚起消費者損失的框架，應使用具體的溝

通方式，才能達到好的溝通效果，具有廣告訊息可信度。相較於其他溝通構念層

級與心理距離組合而言，企業若使用心理距離近的代言人再加上低溝通構念層級

的訊息將會有最高的廣告信息可信度。 

H3.3：對除弊型的企業社會責任事件而言，採用心理距離較近的國內代言人並同

時運用低階構念的溝通訊息會比其它三個類型的溝通設計組合(國外代言人搭配

低階構念訊息；國外代言人搭配高階構念訊息；國內代言人搭配高階構念訊息)

能使消費者有較佳的廣告訊息可信度。 

2. 設計 
    實驗三主要目的是要檢驗消費者與代言人之間不同程度的心理距離、CSR

類型以及溝通訊息中認知構念層級對消費者訊息溝通所產生的效果是否有所差

異。本實驗採用 2(心理距離近的代言人/心理距離遠的代言人)×2(興利類型的 CSR

事件/除弊類型的 CSR 事件)×2(高階溝通構念層級/低階溝通構念層級)的受試者

間實驗設計，衡量消費者的應變數則包括消費者對實驗素材中企業的 CSR 形象

評價、消費者對企業的認同、消費者對企業的態度與行為意向以及廣告訊息可信

度。共變量則為代言人知覺專業程度、代言人吸引力、代言人可信度與廣告態度。 

3. 實驗參與者 
    實驗三的參與者為台灣一所北部知名大學中修習管理學的學生共 171 名，經

扣除 2 名填答不完整的樣本，剩下 169 個有效樣本。樣本特性描述如下：就性別

而言，男性佔 39.6%，女性佔 60.4%。就學生背景而言，53.3%為商學院、18.9%

為社會科學院、7.7%為外語學院、20.1%為其他學院(包括文學院、理學院、傳播

學院、國際事務學院等)。年級而言，大一生佔 9.5%、大二生佔 42%、大三生佔

34.9%、大四生則佔了 13%、碩士生佔 0.6%。就月收入而言，4000 元以下的佔

14.2%，4001 元~7000 元的佔 30.8%，7001 元~10000 元的佔 37.9%，超過 10000

元的佔 17.1%。 

4. 前測與實驗素材 
4.1 代言人的心理距離刺激選擇 
    為了選出代表不同心理距離的代言人(心理距離近/遠)，實驗三在正式實驗前

先針對67位大學生進行一項前測。首先，因地理距離可以作為區別心理距離遠近

的指標，故本研究由網路上挑選出三位國內代言人與三位國外代言人。此外，為

了控制代言人的性別，本研究統一挑選男性代言人。接著，本研究將六位代言人

的圖片列出，並針對代言人的熟悉度、專業度、吸引力以及可信度四個面向以語

意差異法調查受訪者對代言人的看法。其中，本實驗採用Simonin and Ruth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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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使用的問項衡量受訪者對代言人的熟悉度；Ohanian (1990)所使用的問項衡量

受訪者對代言人的熟悉度專業度、吸引力及可信度。 

本實驗將前測資料分別計算出六位代言人在熟悉度、專業度、吸引力以及可

信度四個面向的平均數如表十。根據單一樣本t檢定的結果顯示，與中間值(4)相

比，受訪者普遍認為對六位代言人的熟悉度偏低；在專業度、吸引力及可信度部

分，受訪者普遍對六位代言人的評分偏高。由於第一位代言人(國內)與第五位代

言人(國外)在熟悉度(M第一位=4.98, M第二位=4.65; t(54)=1.63, p>.10)、專業度(M第一位

=4.98, M第二位=4.65; t(54)=1.63, p>.10)、吸引力(M第一位=4.98, M第二位=4.65; t(54)=1.63, 

p>.10)及可信度(M第一位=4.98, M第二位=4.65; t(54)=1.63, p>.10)沒有顯著差異，因此，

本研究根據前測結果挑選出第一位代言人(國內)作為心理距離近的實驗操弄代

言人；第五位代言人(國外)作為心理距離遠的實驗操弄代言人。 

表十 消費者認知企業社會責任活動溝通代言人之 平均數與標準差 

註: *** p<.001 

代言人編號 1 2 3 

代言人圖片 

   
熟悉度平均數 

(檢定值=4) 

1.3209*** 

(.72143) 

1.3881*** 

(.82490) 

1.4179*** 

(.93985) 

專業度平均數 

(檢定值=4) 

4.8109*** 

(1.29909) 

5.0100*** 

(1.61221) 

5.2289*** 

(1.60723) 

吸引力平均數 

(檢定值=4) 

4.7761*** 

(1.19678) 

4.2388 

(1.10677) 

4.1443 

(1.08591) 

可信度平均數 

(檢定值=4) 

4.7015*** 

(1.16361) 

4.4826*** 

(1.05932) 

4.4726*** 

(1.01529) 

代言人編號 4 5 6 

代言人圖片 

   
熟悉度平均數 

(檢定值=4) 

1.4179*** 

(.97544) 

1.3881*** 

(.96852) 

1.3657*** 

(.95577) 

專業度平均數 

(檢定值=4) 

5.1940*** 

(1.57436) 

4.9652*** 

(1.49312) 

5.1940*** 

(1.35854) 

吸引力平均數 

(檢定值=4) 

4.4428** 

(1.19819) 

4.8657*** 

(1.15770) 

4.9851*** 

(1.25587) 

可信度平均數 

(檢定值=4) 

4.5970*** 

(1.16275) 

4.8856*** 

(1.01430) 

4.9502*** 

(1.1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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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不同的溝通構念層級刺激物之選擇 
    為了設計實驗素材中構念層級溝通訊息的刺激，本研究在正式進行實驗三之

前進行了一個前測，主要是想了消費者主觀認為敘述文字較偏向具體敘述或抽象

敘述。藉由了解消費者對文字敘述的方式可進行分類為較具體的低構念階層與較

抽象的高構念階層，作為正式實驗時，用以描述CSR活動的文字敘述內容。本研

究一共詢問消費者10個與企業社會責任有關的敘述，經單一樣本t檢定(平均數=3)

的檢定結果顯示，76位參與前測的消費者認為抽象的敘述文字包括: 願景、永續

發展以及保護地球；消費者認為具體的敘述文字包括: 水汙染、改正造成污染的

製造過程、遵守環保規範、設立汙水排放檢驗室、不會排放汙染環境的水。另外，

消費者對於回饋社會與引導部屬的敘述則沒有特別偏向具體或抽象的評價。實驗

三將以上述前測結果為基礎，進行後續實驗素材的設計。 

    本實驗依據前測結果挑選出的實驗代言人設定了CSR的溝通訊息。在企業社

會責任類型部分，本實驗沿用實驗二的前測結果分別將和環保有關的興利與除弊

企業社會責任作為搭配一間虛擬的企業製作成實驗操弄訊息。在構念階層的部分，

本實驗亦將上述製作好的實驗操弄訊息分別加入抽象與具體的描述方式呈現完

整的段落文字供實驗參與者閱讀。以下為各實驗組的操弄訊息內容，本研究亦將

實驗三的素材與問卷列於附錄三中。 

(1)除弊低階組 
新欣光電公司除了以優質的產品獲得廣大顧客的喜愛之外，在環境保護方面，新

欣光電公司亦投入 30%的經營獲利於研發新一代的無鉛製程與廢水回收技術以

減少對環境的傷害，使其產品能夠通過最嚴格的安全檢驗標準。因此，我向各位

推薦新欣光電公司是一間真正優質的好公司! 

(2)除弊高階 
新欣光電公司除了以優質的產品獲得廣大顧客的喜愛之外，在環境保護方面，新

欣光電亦秉持著愛地球的心，研發消除產銷過程中對環境產生傷害的技術，期望

能夠成為最安全可靠的公司。因此，我向各位推薦新欣光電公司是一間真正優質

的好公司! 

(3)興利低階 
新欣光電公司除了以優質的產品獲得廣大顧客的喜愛之外，在環境保護方面，新

欣光電亦將 30%的經營獲利投資於研發新一代的無鉛製程與廢水回收技術，期望

能生產出對人類生活真正有利的產品。因此，我向各位推薦新欣光電公司是一間

真正優質的好公司! 

(4)興利高階 
新欣光電公司除了以優質的產品獲得廣大顧客的喜愛之外，在環境保護方面，新

欣光電亦秉持著愛地球的心，積極研發使地球永續發展的技術，並妥善利用資源，

希望能成為對環境最友善的公司。因此，我向各位推薦新欣光電公司是一間真正

優質的好公司! 
5. 變數衡量 

(1) CSR形象 

本實驗採用Alcañiz et al. (2010)所使用的量表衡量，衡量題項一共有6題，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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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李克特七點尺度，信度為0.87。 

(2) 消費者-公司認同(C-C Identification) 

    本實驗採用Du et al. (2007)所使用的量表衡量，衡量題項一共有4題，均為李

克特七點尺度，信度為0.93。 

(3) 公司態度 

    本研究採用MacKenzie and Lutz (1989)所使用的量表衡量，衡量題項一共有4

題，均為李克特七點尺度，信度為0.92。 

(4) 購買意願 

    本研究採用Putrevu and Lord’s (1994)所使用的量表衡量，衡量題項一共有3

題，均為李克特七點尺度，信度為0.86。 

(5) 廣告訊息可信度 

    本研究採用Chang, Yuhman and Esther Thorson (2004)所使用的量表衡量，衡

量題項一共有3題，均為李克特七點尺度，信度為0.94。 

5.2操弄檢驗變數 
(1) CSR類型 

    為了進行後續的操弄檢定，本研究以一題李克特七點尺度的衡量題項請受訪

者回答其所閱讀的廣告訊息偏向興利或除弊的程度。 

(2) 認知構念層級 

    為了進行後續的操弄檢定，本研究以Trope and Liberman (2010)對認知構念

層級的定義為基礎，設計了兩題李克特七點尺度的衡量題項請受訪者回答其所閱

讀的廣告訊息偏向具體或抽象的程度以及偏向目標價值或如何做到的程度，信度

為0.42。 

5.3共變量 

(1) 代言人知覺專業程度 

    本研究採用Ohanian (1990)所使用的量表衡量，衡量題項一共有3題，均為李

克特七點尺度，信度為0.88。 

(2) 代言人吸引力 

    本研究採用Ohanian (1990)所使用的量表衡量，衡量題項一共有4題，均為李

克特七點尺度，信度為0.81。 

(3)代言人可信度 

    本研究採用Ohanian (1990)所使用的量表衡量，衡量題項一共有4題，均為李

克特七點尺度，信度為0.92。 

(3)廣告態度 

    本研究採用Chang, Yuhman and Esther Thorson (2004)所使用的量表衡量，衡

量題項一共有4題，均為李克特七點尺度，信度為0.89。 

6. 實驗流程 
    實驗三一開始先將八個情境的問卷隨機穿插擺放。接著，請實驗參與者閱讀

一小段光電公司的CSR作為後填寫實驗問卷。待參與者都填寫完畢後，實驗者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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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實驗參與者是否知道本研究的目的，結果顯示實驗參與者皆無法知道本研究目

的。最後，向參與者進行事後告知(Debriefing)，說明訊息內容是因研究目的需求

而虛構的並謝謝參與者的協助。 

6.1 操弄檢定(Manipulation check) 
    本研究針對兩個自變數(社會責任類型與溝通訊息的認知構念層級)以計算

填答者平均數的方式進行操弄檢定。其中，興利型社會責任的組別相較於除弊型

社會責任的組別而言被受訪者知覺到的興利程度較高(M興利=4.88, M除弊=3.20; 

t(167)=7.98, p<.001)，表示社會責任類型(興利/除弊)是操弄成功的。另一方面，

廣告溝通訊息的高認知構念層級相對於低認知構念層級的訊息被受訪者知覺為

具有較高的抽象程度(MH=5.00, ML=4.23; t(167)=3.25, p<.001)，高構念層級相對

於低構念層級的訊息被知覺具有較高的目標價值程度 (MH=5.59, ML=5; 

t(167)=-2.66, p<.01)，這表示溝通訊息構念層級的操弄亦是成功的。 

6.2 假設檢定結果 
    本研究以 2×(代言人心理距離:遠/近)×2(CSR類型:興利/除弊)×2(溝通訊息的

認知構念層級:高階/低階)的變異數分析(ANOVA)進行假設檢定。應變數為廣告訊

息可信度。共變量為代言人知覺專業程度、代言人吸引力、代言人可信度與廣告

態度。結果顯示社會責任類型、代言人與構念層級的三階交互作用有顯著影響

(F(1,157)=5.96, p<.02)。社會責任類型與溝通構念層級的二階交互作用不顯著

(F(1,157)=0.41, p>.52)，不支持H3.1。明確而言，除弊型社會責任下，高溝通構念

層級的訊息與低溝通構念層級的訊息的廣告可信度無顯著差異 (MH=3.90, 

ML=3.70; F(1,77)=1.93, p>.16)；興利型社會責任下，高溝通構念層級的訊息與低

溝通構念層級的訊息的廣告可信度無顯著差異 (MH=3.89, ML=3.75; 

F(1,80)=0.83, p>.36)。代言人心理距離與溝通構念層級的二階交互作用不顯著

(F(1,157)=0.71, p>.71)。代言人可信度(p<.001)與廣告態度(p<.001)為顯著的共變

量。並無發現其他顯著的主效果與交互作用。 

 
圖九 溝通構念層級與社會責任類型對廣告訊息可信度之影響 

    針對不同社會責任類型下的實驗條件做對比分析，各實驗條件的平均數列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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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對比分析結果顯示，興利型社會責任下，國外代言人搭配高溝通構念層

級相對於其他的情況有較高的廣告可信度(p=0.019)，支持假設H3.2；除弊型社會

責任下，國內代言人搭配低溝通層級相較於其他情況有較低的廣告可信度

(p=0.06) (邊際顯著)，不支持H3.3，和預期相反。 

6.3 後續分析 
由於三階交互作用顯著，本研究接著針對不同的社會責任類型檢驗代言人心

理距離及溝通訊息的認知構念層級是否有顯著交互作用。結果顯示，在除弊型社

會責任下，代言人心理距離與溝通訊息的認知構念層級並無顯著的交互作用

(ps>.13)；而在興利型社會責任下，代言人心理距離與溝通訊息的認知構念層級

的交互作用顯著(F(1,157)=5.49, p<.03)。進一步針對興利型社會責任進行單純效

果分析，當消費者看到廣告是由國外代言人進行代言時，溝通訊息的高構念層級

相對於低構念層級有較高的廣告訊息可信度(MH=4.19, ML=3.79; F(1,44)=4.88, 

p<.03)；而當消費者看到廣告是由國內代言人進行代言時，消費者對於溝通訊息

的高與低構念層級所產生的廣告訊息可信度並無顯著差異(MH=3.36, ML=3.69; 

F(1,30)=1.42, p>.24)。 

表十一 實驗三各實驗情境下廣告可信度平均數 

實驗條件(類型/代言人/

溝通訊息構念層級) 
平均數 標準差 樣本數 

(興利/國外/抽象) 4.08 0.14 28 

(興利/國內/抽象) 3.55 0.18 16 

(興利/國外/具體) 3.65 0.15 22 

(興利/國內/具體) 3.85 0.16 20 

(除弊/國外/抽象) 3.82 0.14 22 

(除弊/國內/抽象) 3.98 0.14 22 

(除弊/國外/具體) 3.84 0.15 20 

(除弊/國內/具體) 3.56 0.15 19 

6.4 路徑分析 
原始模式(MO)的配適度是糟糕的( 2χ = 59.20, df = 3, p <0.001; CFI = 0.97; 

NFI = 0.95; RMSEA = 0.13; SRMR = 0.06)。廣告訊息可信度正向影響企業社會責

任形象，企業社會責任形象正向影響消費者對公司認同，消費者對公司認同正向

影響公司態度，公司態度會正向影響購買意圖。本研究進一步以原始模式(MO)

當作基礎，發展出六個競爭模式，其中原始模式(MO)的分析結果如表十二所示。

M1 模式相對於原始模式(MO)而言容許讓廣告訊息可信度直接影響消費者對公

司認同；M2 模式相對於原始模式(MO)而言容許讓廣告訊息可信度直接影響公司

態度；M3 模式相對於原始模式(MO)而言容許讓廣告訊息可信度直接影響購買意

圖；M4 模式相對於原始模式(MO)而言容許讓企業社會責任形象直接影響公司態

度；M5 模式相對於原始模式(MO)而言容許讓企業社會責任形象直接影響購買意

圖；M6 模式相對於原始模式(MO)而言容許讓消費者對公司認同直接影響購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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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本研究將原始模式(MO)與M1、M2、M3、M4、M5、與M6 比較，結果顯示

於表十三與表十四。結果顯示M1、M2、M3、M5 等模式的配適度不會顯著優於

原始模式，但是M4 與M6 模式的配適度顯著優於原始模式，特別是M4，其為配

適度最優的模式。這表示原始模式應該再加上一條關係: 企業社會責任形象到公

司態度。後續將針對M4 模式做進一步分析。M4 模式的結果列於表十五。 

M4 的結果顯示廣告信息可信度正向影響企業社會責任形象，企業社會責任

形象正向影響消費者對公司認同與公司態度，消費者對公司認同正向影響公司態

度，公司態度正向影響購買意圖。結果顯示企業社會責任形象、消費者對公司認

同與公司態度完全中介廣告訊息可信度與購買意圖之間的關係。 

 

表十二 實驗三原始模式路徑分析結果 (MO) 

 企業社會 

責任形象 

消費者對 

公司認同 

公司 

態度 

購買 

意圖 

廣告訊息可信度 0.29**     

企業社會責任形象  0.44***   

消費者對公司認同   0.51***  

公司態度    0.51*** 

控制變數     

代言人專業程度 0.17*    

代言人吸引力 0.02   0.23*** 

代言人可信度 0.14  0.36***  

廣告態度  0.22**   

SMCa 28% 31% 51% 39% 
註 1.應變數顯示在第一列，自變數顯示在左邊第一欄。所呈報的係數為標準化數值。 
註 2.a SMC指應變數與自變數的多元相關係數之平方 
註 3.*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圖十 實驗三原始模式 (MO) 

 

 

 

 

 

 

圖十一 實驗三競爭模式一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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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實驗三競爭模式二 (M2) 

 

 

 

 

 

 

圖十三 實驗三競爭模式三 (M3) 

 

 

 

 

 

 

圖十四 實驗三競爭模式四 (M4) 

 

 

 

 

 

 

 

圖十五 實驗三競爭模式五 (M5) 

 

 

 

 

 

 

圖十六 實驗三競爭模式六 (M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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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 實驗三模式比較-配適度指標 

配適度

指標 
MO  
( 原 始

模式) 

M1 
(AD_TRUST
→CC) 

M2 
(AD_TRUST
→ATT) 

M3 
(AD_TRUST
→IN) 

M4 
(CSR→

ATT) 

M5 
(CSR→

IN) 

M6 
(CC →

IN) 
2χ  59.20 58.51 59.35 58.98 33.88 57.80 55.29 

df 3 2 2 2 2 2 2 

p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0.003 < 0.001 < 0.001 

GFI 0.93 0.93 0.93 0.93 0.96 0.93 0.93 

CFI 0.97 0.96 0.96 0.96 0.99 0.97 0.97 

NFI 0.95 0.95 0.95 0.95 0.98 0.96 0.96 

RMSEA 0.13 0.13 0.13 0.13 0.08 0.13 0.13 

SRMR 0.06 0.06 0.06 0.06 0.04 0.05 0.05 

 

表十四 實驗三模式比較_卡方差異檢定 

 MO V.S. M1 MO V.S. M2 MO V.S. M3 MO V.S. M4 MO V.S. M5 MO V.S. M6 

Δ 2χ  (1) 0.69 0.15 0.22 25.32 1.40 3.91 

p 0.40 0.69 0.63 < 0.001 0.23 0.04 

 
表十五實驗三模式四路徑分析結果 (M4) 

 企業社會責

任形象 

消費者對公

司認同 

公司態度 購買意圖 

廣告訊息可信度 0.29**     

企業社會責任形象  0.44*** 0.36***  

消費者對公司認同   0.36***  

公司態度    0.51*** 

控制變數     

代言人專業程度 0.17*    

代言人吸引力 0.02   0.23*** 

代言人可信度 0.14  0.34***  

廣告態度  0.22**   

SMCa 28% 31% 59% 39% 
註 1.應變數顯示在第一列，自變數顯示在左邊第一欄。所呈報的係數為標準化數值。 
註 2.a SMC指應變數與自變數的多元相關係數之平方 
註 3.*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1)社會責任形象 
    結果顯示社會責任類型並無顯著主效果(M興利=4.92, M除弊=4.83; F(1,161)=.68, 

p>.41)。配適並無顯著主效果(MFIT=4.94, MUNFIT=4.81; F(1,161)=1.48, p>.22)。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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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責任類型與配適的交互作用不顯著(F(1,161)=.20, p>.65)。共變量的部分，代言

人知覺專業性(p<.01)與廣告態度(p<.001)有顯著影響，代言人吸引力(p>.22)與代

言人可信度則無顯著影響(p>.07)。 

(2)消費者對公司認同 
    結果顯示社會責任類型並無顯著主效果 (M 興 利 =4.42, M 除 弊 =4.43; 

F(1,161)=.006, p>.93) 。 配 適 並 無 顯 著 主 效 果 (MFIT=4.44, MUNFIT=4.42; 

F(1,161)=.02, p>.88)。社會責任類型與配適的交互作用不顯著 (F(1,161)=.17, 

p>.68)。共變量的部分，廣告態度(p<.001)有顯著影響，代言人知覺專業性(p>.71)、

代言人可信度(p>.47)與代言人吸引力(p>.14)則無顯著影響。 

(3)公司態度 
    結果顯示社會責任類型並無顯著主效果(M興利=4.80, M除弊=4.70; F(1,161)=.71, 

p>.40)。配適並無顯著主效果(MFIT=4.75, MUNFIT=4.75; F(1,161)=.002, p>.96)。社

會責任類型與配適的交互作用不顯著(F(1,161)=1.19, p>.27)。共變量的部分，代

言人可信度(p<.001)與廣告態度(p<.001)有顯著影響，代言人知覺專業性(p>.25)

與代言人吸引力(p>.75)則無顯著影響。 

(4)購買意圖 
    結果顯示社會責任類型並無顯著主效果(M興利=4.49, M除弊=4.41; F(1,161)=.30, 

p>.58)。配適並無顯著主效果(MFIT=4.47, MUNFIT=4.43; F(1,161)=.08, p>.78)。社會

責任類型與配適的交互作用不顯著(F(1,161)=.003, p>.95)。共變量的部分，代言

人可信度(p<.05)與廣告態度(p<.004)有顯著影響，代言人知覺專業性(p>.87)與代

言人吸引力(p>.87)則無顯著影響。 

7. 討論 
研究結果不支持獲得損失框架與溝通構念層級搭配的說法。過去研究指出獲

得框架要搭配高階的構念層級，損失框架要搭配低階的構念層級，才能有好的溝

通效果，但是研究結果卻指出企業社會責任類型與溝通構念層級之間的二階交互

作用不顯著。造成此結果可能的一個原因就是獲得損失框架不只是要與溝通構念

層級搭配，也須同時考量代言人心理距離。明確而言，研究結果顯示對興利型的

企業社會責任事件而言，採用心理距離較遠的國外代言人並同時運用高階構念的

溝通訊息會比其它三個類型的溝通設計組合(國外代言人搭配低階構念訊息；國

內代言人搭配低階構念訊息；國內代言人搭配高階構念訊息)能使消費者有較佳

的廣告訊息可信度，這是因為興利型社會責任喚起了獲得的框架，在此框架下，

心理距離遠加上高階構念的訊息將是最搭配、最具有廣告可信度的溝通方式。 

研究結果顯示對除弊型的企業社會責任事件而言，採用心理距離較近的國外

代言人並同時運用低階構念的溝通訊息會比其它三個類型的溝通設計組合(國外

代言人搭配低階構念訊息；國內代言人搭配低階構念訊息；國內代言人搭配高階

構念訊息)能使消費者有較差的廣告訊息可信度。當企業執行除弊型社會責任時，

會喚起消費者損失的框架，此時若使用心理距離較近的代言人加上低階的構念訊

息理當會產生最適當的搭配，然而結果卻是相反的。 



38 
 

過去研究指出企業社會責任的類型會影響企業社會責任認知，如利他型的社

會責任相對於其他類型的社會責任可以大幅提升企業社會責任認知(Brunk 2011)。

本研究以訊息溝通的角度指出社會責任類型需搭配代言人的心理距離與溝通訊

息的構念層級，產生廣告訊息可信度，進而提升企業社會責任認知。相對於過去

研究，本研究指出廣告訊息可信度扮演企業社會責任訊息(包括企業社會責任類

型、溝通構念層級與代言人)與企業社會責任認知之間的重要中介角色。 

8. 研究限制 
雖然社會責任類型的操弄檢驗有過，但是強度不夠強，興利型社會責任被知

覺的興利程度不夠強，除弊型社會責任被知覺的除弊程度不夠強。未來可以強化

社會責任類型的操弄強度。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論指出企業社會責任訊息對消費者的影響似乎不是單純簡單的，通

常會和其他因素產生交互作用影響消費者對企業的企業社會責任的評價。其中，

實驗一和實驗三指出企業社會責任的訊息和消費者的特性(認知構念層級與調節

焦點)需要搭配才會產生好的溝通效果。此外，實驗二的結果亦說明了消費者企

業執行社會責任訊息內容的看法會受到消費者本身的調節焦點類型影響。其中促

進焦點的消費者會對興利型社會責任有較好的評價；而預防焦點應搭配除弊型社

會責任，才能達到較好的效果。本研究總結了三個實驗的結論並給予實務建議如

下： 

一、實驗一:  

結果顯示當企業發生社會責任負面事件時，消費者因社會距離的增加所產生

企業社會責任形象惡化程度的擴大在心理距離較近的品牌相對於遠的品牌更為

明顯。當企業的負面社會責任事件被報導出來，不同的報導方式會影響到企業社

會責任形象惡化的程度。當負面的事件被報導在國外發生時，心理距離較近的品

牌會產生較嚴重的企業社會責任形象惡化程度。因此，國內品牌在國外做生意時

必須額外謹慎小心不要做出負面的企業社會責任活動，以免被報導出來並遭受很

嚴重的形象損失。 

結果顯示當企業發生社會責任負面事件時，消費者的認知構念層級若和負面

事件發生地的社會距離產生搭配則消費者會有較嚴重的企業社會責任形象惡化

程度。明確而言，企業若被報導出在國外發生負面的企業社會責任事件，則高認

知構念層級(抽象思考)相對於低認知構念層級(具體思考)的消費者會有較嚴重的

企業社會責任形象惡化程度；企業若被報導出在國內發生負面的企業社會責任事

件，則低認知構念層級相對於高認知構念層級的消費者會有較嚴重的企業社會責

任形象惡化程度。由於一般人大多是屬於高認知構念層級(抽象思考)，企業需要

特別留意不要在國外做出負面的企業社會責任事件，否則會產生嚴重的企業社會

責任形象惡化。 

二、實驗二 

    企業實行興利型相對於除弊型的社會責任而言會讓消費者產生較高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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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責任形象改善，因此企業若以提升消費者的企業社會責任形象為目標，就應

該實行興利型的社會責任。此外，企業若實行除弊型社會責任則相對於沒有實行

社會責任而言會產生較高的企業社會責任形象。因此，企業若營運活動對環境或

利害攸關人有潛在的傷害，應主動實行除弊型的社會責任，如此會比甚麼都不做

有較高的企業社會責任形象。 

實驗二的結果亦可作為企業打社會責任廣告目標對象選擇的參考依據。研究

結果指出企業若實行興利型的社會責任，促進焦點(樂觀)相對於預防焦點(悲觀)

的消費者會有較高的企業社會責任形象提升。因此，若企業實行興利型的社會責

任，則廣告的目標溝通對象應以這些樂觀的消費者為主，才能產生較高的廣告效

果。此外，若企業實行除弊型的社會責任，促進與預防焦點的消費者會有差不多

的社會責任形象提升，因此樂觀與悲觀的消費者都可以是目標溝通對象。 

三、實驗三 

    結果指出企業社會責任類型、代言人的社會距離與社會責任溝通訊息的構念

層級會對消費者對於企業社會責任廣告的可信度有三階交互作用。企業實行不同

類型的社會責任會在消費者心中形成獲得或是損失的框架，若企業選擇的廣告代

言人之社會距離以及廣告訊息的溝通構念層級和框架之間有搭配，就會產生較好

的廣告可信度，進而帶來好的溝通效果(廣告可信度→消費者對公司認同→公司

態度→購買意圖)。研究結果可以做為企業在打企業社會責任廣告時選擇溝通方

式的參考指南。選擇的溝通方式要視企業實行社會責任的類型而定。企業若實行

興利型的社會責任，此時若採用國外的代言人加上使用較抽象的溝通訊息將會相

對於其他溝通方式而言產生較高的廣告可信度；企業若實行除弊型的社會責任，

此時若採用國內代言人加上使用較為具體的溝通訊息將會將較於其他溝通方式

而言產生較低的廣告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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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以企業社會責任事件發生在心理距離近的品牌與社會距離近的國家為例) 
 
 
 
 
 
 

※請閱讀以下段落後並回答您的看法: 

 

    NET 是一間於 1990 年在台灣成立的服裝銷售公司，目前在台灣一共約有 2,000 名員工。NET 產

品系列包括女裝、男裝、家居服、童裝以及各種配件飾品。長期以來，NET 秉持兼顧品質與價位的

精神，為各年齡層的顧客，提供多樣化的穿著選擇。 

 

一、以下的題項是要詢問您對 NET 的感受，請就下列敘述勾選您的選項。 
1. 我對 NET 有熟悉的感覺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普通  □有點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2. 我在 NET 有很多的消費經驗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普通  □有點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3. 我了解 NET 的產品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  □普通  □有點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4. 您認為 NET 可以代表您是誰嗎? 

    □非常不能代表 □不能代表 □有點不能代表 □普通 □有點能代表 □能代表 □非常能代表 

5. 您個人參與 NET 活動的程度為何?(例如:到實體商店購物、瀏覽網站或參與 NET 舉辦的活動等) 

    □非常少  □少  □有點少  □普通  □有點多  □多  □非常多 

6. 您與 NET 的情感連結程度為何? 

□非常弱  □弱  □有點弱  □普通  □有點強  □強  □非常強 

7. 請問您認為 NET 的聲譽是? 

□非常不好  □不好  □有點不好  □普通  □有點好  □好  □非常好 

二、以下請就您所了解 NET 在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表現，勾選您對下列陳述句的同意程度。 

                                                                  非 不 有 普 有 同 非 

                                                                  常 同 點 通 點 意 常 

                                                                  不 意 不    同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意 

8. NET 公司有盡到社會責任                                        □ □ □ □ □ □ □ 

9. NET 公司有回饋其所在的社會                                    □ □ □ □ □ □ □ 

10. NET 公司有關注員工的福利                                      □ □ □ □ □ □ □ 

11. 我認為 NET 公司的行為是以社會利益為考量                        □ □ □ □ □ □ □ 

12. NET 公司是以符合企業社會責任的方式行動                        □ □ □ □ □ □ □ 

13. NET 公司將慈善貢獻整合在其企業活動中                          □ □ □ □ □ □ □ 

親愛的先生、女士，您好：這是一份學術研究問卷，目的是希望透過本問卷了解消費者對企業從

事社會責任的看法。以下問題的答案均無對錯，請勾選出您的看法即可。您填答的資料僅供學術

使用，請安心填答。您的協助將是本研究成功的關鍵，最後再次謝謝您的幫助！ 

敬祝 順心如意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張愛華 博士 

                                                             研究助理 曾祥景 董珮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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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每一種行為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描述方式。舉例來說:對於「出席課程」這個行為，有人偏好用

「坐在教室的椅子上」來描述，也有人偏好用「注視著黑板」來描述。以下列舉一些企業社會責任的

做法，每一種作法皆以兩種不同的方式描述，請根據您個人的偏好選擇其中一個描述。(選項沒有對

與錯，僅表示您個人的偏好) 

1. 企業以合理的價格銷售產品 

□ 以吸引更多的消費者購買 

□ 參考競爭對手的售價以訂定價格 

2. 企業揭露產品相關資訊 

□ 在標籤上載明產地及使用方式等訊息 

□ 讓消費者了解產品訊息 

3.  企業不做不實廣告 

□ 設立檢舉信箱 

□ 讓消費者相信廣告內容 

4.  企業致力於提供高品質的產品 

□ 以提高使用者的滿意度 

□ 嚴格的品質管控與把關 

5.  企業致力於在營運過程中降低資源與能源的耗費 

□ 推動各項節能省碳的計畫，例如:發展太陽能儲電設備 

□ 以維護地球的永續生存 

6.  企業政策落實環境保護觀念 

□ 以維護地球的永續生存 

□ 要求員工在出差或旅遊時住宿「環保旅館」 

7.  企業做好廢棄物處理與資源回收 

□ 設置回收箱 

□ 以降低垃圾量 

8.  企業投資在對環境友善的產品與技術 

□ 以減少企業營運活動對環境的破壞 

□ 積極邀請專家參與研發綠色產品的工作 

9.  企業的海外子公司不雇用童工 

□ 按照法定工作年齡進行招募 

□ 保障幼童身心健康 

10. 企業的海外子公司尊重人權 

□ 人生而平等 

□ 員工可以自由的發表意見 

11. 企業的海外子公司珍惜當地資源 

□ 將可用的資源回收後重覆使用 

□ 以獲得當地政府與居民的支持 

12. 企業的海外子公司不賄賂當地政府 

□ 避免違反法律 

□ 不與當地政府有私下勾結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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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企業鼓勵員工進行社區服務 

□ 推行企業志工方案 

□ 幫助社區有良好的發展 

14. 企業遵守當地政府的法律和規定 

□ 展現良好的企業公民行為 

□ 遵守各類規範，例如:不排放廢氣、廢水等汙染物 

15. 企業透過慈善的方式幫助社區 

□ 定期捐款給社區 

□ 幫助社區有良好的發展 

16. 企業參與社會福利活動 

□ 促進社會福祉 

□ 成立慈善基金會 

17. 企業使其財務資訊透明化 

□ 定期公開財務報表 

□ 使股東與投資人有信心 

18. 企業與供應商之間的交易是符合企業倫理的 

□ 以尋求與供應商維持良好且長久的交易關係 

□ 企業提供給合作廠商的資訊都是正確無欺的 

19. 企業要求供應商符合企業倫理作為 

□ 企業查核供應商的企業倫理表現 

□ 以避免因供應商的不當作為導致企業本身形象的下滑 

20. 不進行惡性的削價競爭 

    □ 促進公平交易 

    □ 不以低於成本的售價迫使競爭對手無法生存 

 

 

 

 

 

 

 

 

 

 

 

 

 

 

最後，為了後續的贈品發放與登記，請在這裡留下您的學號。       學號:                      

本問卷到此結束，請再次檢查是否有遺漏未填的項目，感謝您熱忱及耐心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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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請仔細閱讀以下的新聞報導，並在空白處寫下一些您的感想: 

    NET 是一個在台灣的服飾品牌。日前有消息指出，台灣的 NET 時常不讓員工有適當休息的時

間與場所，例如:要求員工縮短休息與用餐時間。此外，NET 因為考量成本，不想雇用太多員工，

卻又希望能以現有的員工人數為公司創造最高的營業額，因此常常要求員工超時工作卻僅給予很少

的加班津貼。在員工福利方面，兼職員工要求自費加入公司的團體保險，卻未獲同意，這種福利在

業界是相當普遍的，因此，兼職員工大嘆公司不夠厚道！ 

※當您閱讀完上述資訊，您的感想是: 

 

 

 

 

 

 

 

 

 

 

 

 

最後，為了後續的贈品發放與登記，請在這裡留下您的學號。 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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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想了解您對剛剛閱讀資訊的了解程度，請就下列敘述勾選您的選項。 
21. 請問您剛剛閱讀的資訊是發生在哪一個國家?□ 台灣 □ 泰國 □ 越南 □ 美國 
22. 請問該服飾品牌是哪一國的品牌? □ 台灣 □ 泰國 □ 越南 □ 美國 
※以下請就您所了解的 NET 在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表現，勾選您對下列陳述句的同意程度。 
                                                                  非 不 有 普 有 同 非 

                                                                  常 同 點 通 點 意 常 

                                                                  不 意 不    同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意 

23. NET 公司有盡到社會責任                                        □ □ □ □ □ □ □ 

24. NET 公司有回饋其所在的社會                                    □ □ □ □ □ □ □ 

25. NET 公司關注員工的福利                                        □ □ □ □ □ □ □ 

26. 我認為 NET 公司的行為是以社會利益為考量                        □ □ □ □ □ □ □ 

27. NET 公司是以符合企業社會責任的方式行動                        □ □ □ □ □ □ □ 

28. NET 公司將慈善貢獻整合在其企業活動中                          □ □ □ □ □ □ □ 

※以下的題項是要詢問您對企業社會責任議題的支持程度，請就下列敘述勾選您的選項。 

                                                                   非 不 有 普 有 支 非 

                                                                   常 支 點 通 點 持 常 

                                                                   不 持 不    支    支 

                                                                   支    支    持    持 

                                                                   持    持 

29. 雇主應付給超時加班員工合理的津貼                               □ □ □ □ □ □ □ 

30. 雇主應主動為員工提供法定的保險福利                             □ □ □ □ □ □ □ 

31. 雇主不應該剝奪員工應有的休息時間                               □ □ □ □ □ □ □ 

32. 雇主應該在工作場所提供適當的休息區域                           □ □ □ □ □ □ □ 

※以下是想了解您對剛剛閱讀資訊的感覺，如果您的感覺比較接近左邊的形容詞，請依程度勾選靠近

左邊形容詞的方格；如果您的感覺比較接近右邊的形容詞，請依程度勾選靠近右邊形容詞的方格。 
 我認為我剛剛所閱讀的資訊，整體而言是… 

33. 非常負面的資訊 □ □ □ □ □ □ □  非常正面的資訊 
34. 非常不值得信賴  □ □ □ □ □ □ □  非常值得信賴 
35. 非常不可靠的 □ □ □ □ □ □ □  非常可靠的 
36. 非常不可信的 □ □ □ □ □ □ □  非常可信的 
※個人基本資料部份 

37. 請問您的性別：□ 男性  □ 女性 

38. 請問您一年平均花費在購買休閒服飾的金額為: □ 未滿 2,000元  □2,000~未滿 5,000元 

□ 5,000~未滿 8,000元 □ 8,000~未滿 10,000元 □ 10,000~未滿 13,000元 □13,000 元以上 

39. 請問您就讀的學院為： 

□ 文學院   □ 理學院   □ 法學院   □ 商學院   □ 傳播學院   □ 教育學院 

□ 國際事務學院  □ 社會科學學院    □ 外國語文學院 

40. 請問您就讀的年級：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研究所以上 

41. 請問您個人每月平均可支配零用金： 

□ 4,000元以下       □ 4,001元~7,000元    □ 7,001元~10,000元 

□ 10,001~13,000 元   □ 13,001~16,000 元    □ 16,001元以上 

 

最後，為了後續的贈品發放與登記，請在這裡留下您的學號。       學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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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以預防焦點與除弊類型的企業社會責任為例) 
 
 
 
 
 
 
 
 

 
 
 
 
 
 
 
 
 
 
 
 

※請您根據您剛才完成的答案回答下列問題。 

1.  請問您認為剛才所完成的問題主要是避免產生不好後果的程度為何? 

□ 一點也不是  □ 不是 □ 有點不是 □ 普通 □ 有點是 □是 □ 非常是 

2. 請問您認為剛才所完成的問題主要是希望達成正面成果的程度為何? 

□ 一點也不是  □ 不是 □ 有點不是 □ 普通 □ 有點是 □是 □ 非常是 

 

 

 

 

 

 

 

 

 

 

 

 

親愛的先生、女士，您好： 

    這是一份進行中的學術研究問卷，您的寶貴填答對本研究有極大的價值，請您撥空作答。以

下問題的答案均無對錯，只需按照您的真實想法與實際情況填寫即可。您填答的資料僅供學術使

用，請安心填答。您的協助將是本研究成功的關鍵，最後再次謝謝您的幫助！ 

敬祝 順心如意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張愛華 博士 

                                                             研究助理 曾祥景 董珮如 

※以下請想像您這學期修習一門重要的課… 

一、請寫下您想要避免在這門課產生什麼樣不良的後果： 

(1)                                                               

(2)                                                               

二、請寫下您會採取哪些做法以避免上述不良的後果：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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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你和家人所居住的社區內有一家綜合化學製品公司 A&B，以下是該公司的相關資訊… 
 
 

 

 

 

 

 

 

 

 

 

 
※以下的題項是要詢問您對 A&B 公司的看法，請就下列敘述勾選您的選項。 
                                                                  非 不 有 普 有 同 非 

                                                                  常 同 點 通 點 意 常 

                                                                  不 意 不    同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意 

3. 我認為 A&B 公司發展創新的產品與服務                           □ □ □ □ □ □ □ 

4. 我認為 A&B 公司提供高品質的產品                               □ □ □ □ □ □ □ 

5. 我認為 A&B 公司提供良好價值感的產品                           □ □ □ □ □ □ □ 

6. 我認為 A&B 公司的管理得當                                     □ □ □ □ □ □ □ 

7. 我認為 A&B 公司比其競爭者雇用更具有才能的員工                 □ □ □ □ □ □ □ 

8. 我相信 A&B 公司能勝任它現在所做的事情                                      □ □ □ □ □ □ □ 

9. 大致上來說，我對 A&B 公司有信任的感覺                                               □ □ □ □ □ □ □ 

10. 大致上來說，我認為 A&B 公司是非常誠實的                                         □ □ □ □ □ □ □ 

11. 大致上來說，我認為 A&B 公司能回應顧客所需                             □ □ □ □ □ □ □ 

12. 大致上來說，我認為 A&B 公司能了解並回應問題                   □ □ □ □ □ □ □ 

※以下的題項是要詢問您對 A&B 公司企業社會責任作為的感受，請就下列敘述勾選您的選項。 
非 不 有 普 有 同 非 

                                                                   常 同 點 通 點 意 常 
                                                                   不 意 不    同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意 

13. A&B 公司有盡到社會責任                                        □ □ □ □ □ □ □ 

14. A&B 公司有回饋其所在的社會                                    □ □ □ □ □ □ □ 

15. A&B 公司有關注環境保護議題                                    □ □ □ □ □ □ □ 

16. 我認為 A&B 公司的行為是以社會利益為考量                        □ □ □ □ □ □ □ 

17. A&B 公司是以符合企業社會責任的方式行動                        □ □ □ □ □ □ □ 

18. A&B 公司將環境保護整合在其企業活動中                          □ □ □ □ □ □ □ 

 

A&B 公司是一家綜合化學製品公司，其產銷的範圍廣布於國內以及歐、美、亞洲等國，

公司成立於 1970 年，員工約有五千人，A&B 主要製造與販售商品包含洗衣粉(精)、浴

廁清潔及廚房專用的家庭清潔用品。長期以來，A&B 的產品在市場上頗有競爭力，各

項產品的市占率維持在同業中的前四名。過去曾經有因製造廢料之排放而導致水污染

的狀況，雖然仍未違反政府之環保標準，但仍導致社區的抱怨。A&B 公司現今已做好

廢棄物處理，除了減少或替換具有危險性的化學物質或原料之外，亦有系統地將具有

危險性的廢棄物分類，據報導，A&B 目前採用的環保技術是該領域最先進的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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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題項是要詢問您對 A&B 公司的看法，請就下列敘述勾選您的選項。 
                                                                  非 不 有 普 有 同 非 

                                                                  常 同 點 通 點 意 常 

                                                                  不 意 不    同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意 

19. 我與我了解的 A&B 公司的作風互相契合                           □ □ □ □ □ □ □ 

20. 我與我想像的 A&B 公司相似                                     □ □ □ □ □ □ □ 

21. 我與我了解的 A&B 公司相似                                     □ □ □ □ □ □ □ 

22. 我對 A&B 公司的印象和我的自我印象互相契合                     □ □ □ □ □ □ □ 

23. 我認為 A&B 公司是好的                                         □ □ □ □ □ □ □ 

24. 我認為 A&B 公司是正面的                                       □ □ □ □ □ □ □ 

25. 我認為 A&B 公司是令人愉悅的                                   □ □ □ □ □ □ □ 

26. 我認為 A&B 公司是令人喜愛的                                   □ □ □ □ □ □ □ 

27. 在未來，如果我有需要，我會購買 A&B 公司的產品                 □ □ □ □ □ □ □ 

28. 我很有可能在未來會購買 A&B 公司的產品                         □ □ □ □ □ □ □ 

29. 我確信我會購買 A&B 公司的產品                                 □ □ □ □ □ □ □ 

 

※此部分想請您依您的看法回答A&B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作為對於利害關係人註創造利益（簡稱興

利）的程度為何？或「消除弊害」（簡稱除弊）的程度如何？請注意：該企業的作為並無違法之處，

即使想要消除弊害也不是因為要符合政府規範而行的。 

註：利害關係人即是在一個企業中會影響企業營運或被企業影響的團體或個人 

                                                                   除 除 除 不 興 興 興 

                                                                   弊 弊 弊 除 利 利 利 

                                                                   程 程 程 弊 程 程 程 

                                                                   度 度 度 也 度 度 度 

                                                                   非 高 輕 不 輕 高 非 

                                                                   常    微 興 微    常 

                                                                   高       利       高 

30. A&B 公司做好廢棄物處理                                        □ □ □ □ □ □ □ 

31. A&B 公司減少或替換具有危險性的化學物質或原料                  □ □ □ □ □ □ □ 

32. A&B 公司有系統地將具有危險性的廢棄物分類                      □ □ □ □ □ □ □ 

 

 

※請您依您的記憶來勾選 A&B 公司主要販賣的商品： 

  □ 沙發  □ 洗衣粉(精)  □ 手機  □ 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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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題項是要詢問您對企業社會責任議題的支持程度，請就下列敘述勾選您的選項。 

                                                                   非 不 有 普 有 支 非 

                                                                   常 支 點 通 點 持 常 

                                                                   不 持 不    支    支 

                                                                   支    支    持    持 

                                                                   持    持 

33. 公司做好廢棄物處理                                             □ □ □ □ □ □ □ 

34. 公司減少或替換具有危險性的化學物質或原料                       □ □ □ □ □ □ □ 

35. 公司有系統地將具有危險性的廢棄物分類                           □ □ □ □ □ □ □ 

36. 公司積極研發與投資在能改善環境之科技與產品                     □ □ □ □ □ □ □ 

37. 公司致力於增加能源利用的有效性                                 □ □ □ □ □ □ □ 

 

※以下的題項是要詢問您對環境的關注，請就下列敘述勾選您的選項。 

                                                                   非 不 有 普 有 同 非 
                                                                   常 同 點 通 點 意 常 
                                                                   不 意 不    同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意 

38. 我非常擔心世界環境的狀況，這對我的未來很重要                 □ □ □ □ □ □ □ 

39. 人類正在嚴重地破壞環境                              □ □ □ □ □ □ 

□ 

40. 當人類違反大自然時，通常會產生損失慘重的後果                □ □ □ □ □ □ □ 

41. 大自然的平衡是非常微妙且容易被擾亂的                      □ □ □ □ □ □ 

□ 

42. 為了生存，人類必須與環境和諧共生                       □ □ □ □ □ □ □ 

 

※個人基本資料部份 

 

43. 請問您的性別：□ 男性  □ 女性 

44. 請問您就讀的學院為： 

□ 文學院   □ 理學院   □ 法學院   □ 商學院   □ 傳播學院   □ 教育學院 

□ 國際事務學院  □ 社會科學學院    □ 外國語文學院 

45. 請問您就讀的年級：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46. 請問您個人每月平均可支配零用金： 

□ 4,000元以下       □ 4,001元~7,000 元    □ 7,001元~10,000 元 

□ 10,001~13,000 元   □ 13,001~16,000 元     □ 16,001元以上 

 

 

 

 

本問卷到此結束，請再次檢查是否有遺漏未填的項目，感謝您熱忱及耐心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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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以心理距離近的代言人/除弊類型 CSR/低階溝通訊息為例) 

 
 
 
 

 
 
 
 

※假設你和家人所居住的社區內有一家製造顯示器的新欣光電公司。新欣光電公司是一間國內外知

名的顯示器供應商，其所生產的觸控面板為消費電子廠商提供完整解決方案，亦提升了消費者 3C

產品視覺上的享受。以下是新欣公司的形象廣告，由台灣知名國立大學教授為其代言，請您仔細閱

讀廣告後，回答下列問題。 

 

 

 

 

 

親愛的先生、女士，您好： 

    這是一份進行中的學術研究問卷，您的寶貴填答對本研究有極大的價值，請您撥空作答。以

下問題的答案均無對錯，只需按照您的真實想法與實際情況填寫即可。您填答的資料僅供學術使

用，請安心填答。您的協助將是本研究成功的關鍵，最後再次謝謝您的幫助！ 

敬祝 順心如意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張愛華 博士 

                                                             研究助理 曾祥景 董珮如 

新欣光電公司除了以優質的產品獲得廣大顧客

的喜愛之外，在環境保護方面，新欣光電公司亦

投入 30%的經營獲利於研發新一代的無鉛製程與

廢水回收技術以減少對環境的傷害，使其產品能

夠通過最嚴格的安全檢驗標準。因此，我向各位

推薦新欣光電公司是一間真正優質的好公司! 

新新欣欣光光電電公公司司 

客戶服務專線請撥：0800-000584 



55 
 

※以下的題項是要詢問您對新欣光電公司企業社會責任作為的感受，請就下列敘述勾選您的選項。 
非 不 有 普 有 同 非 

                                                                   常 同 點 通 點 意 常 
                                                                   不 意 不    同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意 

47. 新欣光電公司有盡到社會責任                                     □ □ □ □ □ □ □ 

48. 新欣光電公司有回饋其所在的社會                                 □ □ □ □ □ □ □ 

49. 新欣光電公司有關注環境保護議題                                 □ □ □ □ □ □ □ 

50. 我認為新欣光電公司的行為是以社會利益為考量                     □ □ □ □ □ □ □ 

51. 新欣光電公司是以符合企業社會責任的方式行動                     □ □ □ □ □ □ □ 

52. 新欣光電公司將環境保護整合在其企業活動中                       □ □ □ □ □ □ □ 

※以下的題項是要詢問您對新欣光電公司的看法，請就下列敘述勾選您的選項。 
                                                                   非 不 有 普 有 同 非 
                                                                   常 同 點 通 點 意 常 
                                                                   不 意 不    同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意 

53. 我與我了解的新欣光電公司的作風互相契合                         □ □ □ □ □ □ □ 

54. 我與我想像的新欣光電公司相似                                   □ □ □ □ □ □ □ 

55. 我與我了解的新欣光電公司相似                                   □ □ □ □ □ □ □ 

56. 我對新欣光電公司的印象和我的自我印象互相契合                   □ □ □ □ □ □ □ 

57. 我認為新欣光電公司是好的                                       □ □ □ □ □ □ □ 

58. 我認為新欣光電公司是正面的                                     □ □ □ □ □ □ □ 

59. 我認為新欣光電公司是令人愉悅的                                 □ □ □ □ □ □ □ 

60. 我認為新欣光電公司是令人喜愛的                                 □ □ □ □ □ □ □ 

61. 在未來，如果我有需要，我會購買新欣光電公司的產品               □ □ □ □ □ □ □ 

62. 我很有可能在未來會購買新欣光電公司的產品                       □ □ □ □ □ □ □ 

63. 我確信我會購買新欣光電公司的產品                               □ □ □ □ □ □ □ 

※以下的題項是要詢問您對剛才閱讀新欣光電公司廣告的看法，請就下列敘述勾選您的選項。 

64. 請問您覺得廣告中提及新欣光電公司「投入 30%的經營獲利於研發新一代的無鉛製程與廢水回

收技術以減少對環境的傷害，使其產品能夠通過最嚴格的安全檢驗標準」的訊息，其興利或除

弊程度為何？其中，興利是指創造利益；除弊是指消除弊害，並非改正違反法律的行動，乃是

尋求消除產銷過程中的環境傷害。 

□非常高度除弊□高度除弊 □輕微除弊 □不除弊也不興利 □輕微興利 □高度興利 □非常高度興利 

65. 請問您覺得廣告中提及新欣光電公司「投入 30%的經營獲利於研發新一代的無鉛製程與廢水回

收技術以減少對環境的傷害，使其產品能夠通過最嚴格的安全檢驗標準」的訊息偏向下列何者? 

□ 非常具體   □ 具體   □ 有點具體   □ 普通   □ 有點抽象   □ 抽象  □ 非常抽象 

66. 請問您覺得廣告中提及新欣光電公司「投入 30%的經營獲利於研發新一代的無鉛製程與廢水回

收技術以減少對環境的傷害，使其產品能夠通過最嚴格的安全檢驗標準」的訊息偏向下列何者? 

□ 很偏向於目標價值     □ 偏向於目標價值   □ 有點偏向於目標價值   □ 普通 

□ 有點偏向於如何做到   □ 偏向於如何做到   □ 很偏向於如何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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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題項是要您表達您對剛才閱讀新欣光電公司廣告的感覺。請您勾選 1 到 7 的數字表達您的意

見，1 為「最接近左邊的形容詞」，4 為「既不接近左邊的形容詞也不接近右邊的形容詞」，7 為「最

接近右邊的形容詞」。 
 
※對您而言，新欣光電公司的廣告代言人是… 

 

 

 

 

 

 

 

 

 

 

 

※對您而言，新欣光電公司的廣告是… 
 

 

 

 

 

 

 

 

 

 

※個人基本資料部份 

 

67. 請問您的性別：□ 男性  □ 女性 

68. 請問您就讀的學院為： 

□ 文學院   □ 理學院   □ 法學院   □ 商學院   □ 傳播學院   □ 教育學院 

□ 國際事務學院  □ 社會科學學院    □ 外國語文學院 

69. 請問您就讀的年級：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70. 請問您個人每月平均可支配零用金： 

□ 4,000元以下       □ 4,001元~7,000 元    □ 7,001元~10,000 元 

□ 10,001~13,000 元   □ 13,001~16,000 元     □ 16,001元以上 

 
 

本問卷到此結束，請再次檢查是否有遺漏未填的項目，感謝您熱忱及耐心的協助! 

 1 2 3 4 5 6 7  
有知識的 □ □ □ □ □ □ □ 沒有知識的 

是專家 □ □ □ □ □ □ □ 不是專家 

有經驗的 □ □ □ □ □ □ □ 沒有經驗的 

有吸引力 □ □ □ □ □ □ □ 沒有吸引力 

相貌堂堂的 □ □ □ □ □ □ □ 其貌不揚的 

有品味的 □ □ □ □ □ □ □ 平淡無趣的 

可靠的 □ □ □ □ □ □ □ 不可靠的 

誠實的 □ □ □ □ □ □ □ 不誠實的 

真誠的 □ □ □ □ □ □ □ 虛偽的 

 1 2 3 4 5 6 7  
可靠的 □ □ □ □ □ □ □ 不可靠的 

具確實性的 □ □ □ □ □ □ □ 不具確實性的 

可相信的 □ □ □ □ □ □ □ 讓人無法置信 

令人喜歡的 □ □ □ □ □ □ □ 令人不喜歡的 

有趣 □ □ □ □ □ □ □ 不有趣 

好的 □ □ □ □ □ □ □ 不好的 

有吸引力的 □ □ □ □ □ □ □ 不具吸引力的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3 年 06 月 10 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本次會議是由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AMS)主辦的行銷領域國際研討會，該會是

每年舉辦一次，此次參與的人數甚多，是美國行銷界最知名的研討會之一。出席會議發表的

600 多位學者來自於全球多個國家，本人發表的論文在 Session6.4 的 Engaging with Brands, 

Organizations, and Advertis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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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研究成果。在研討會中，參與人士多為國外的教授，亦有少數的博士生。每位發表文章

的學者以 20 分鐘簡潔介紹自己的研究內容，後續 5 分鐘由現在聆聽的學者提出問題討論。

跟我同一個場次的報告者他們報告的文章有些已經在知名行銷期刊如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與 Psychology & Marketing 審查中。他們針對我發表的文章給予一針見血的評論與

建議，而我也將這些評論與建議與張老師討論，相信對我們日後投稿國際期刊很有幫助。

會後該場次主持人及與會學者皆有提供一些建議與我們討論，並與我交換研究心得。此外，

在參與此國際大型研討會的過程中，有機會與國外學者互相交流研究心得，瞭解各國之研

究與教育制度，整個過程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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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如：建立人們愛慕的品牌、在品牌中我看見自己、透過事件或贊助來創造品牌；有

些議題和服務業有關，如:傳遞卓越的顧客服務、顧客背叛、顧客經驗；有些議題和社會責

任有關像是能力愈強，責任愈大。另外有鑑於網際網路與行動科技的發展，亦有相關議題

的探討，像是在數位市場中與消費者連結。此外，還有其他有趣的議題，在此不加詳述。

在研討會的前一天，該研討會舉辦了研討會前的研討會，提供了理論發展與 PLS 的研習課

程，並請大師如 Shelby Hunt 與 Hair 講述。AMS 研討會可以說是給我一個豐富的學術饗宴，

既能讓主持人和我的文章得到有建設性的回饋，又可以讓我學到理論與研究方法知識，還

能和國外學者交流研究心得。總而言之，非常感謝計畫主持人讓我有機會參與這麼豐富的

一個研討會，也感謝國科會給予主持人和我經費上的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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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brand co-creation eff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We propose a theoretic model that depicts the influence of feedback valence of other 
people’s comments on consumers’ proposal of new product marketing plan in a brand co-creation project. We 
argue that brand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and brand engagement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eedback 
valence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for the new products and the parent brand. Also,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co-creation task involvement and participating unit are examined. A between-subject experimental design was 
conducted. The results confirm our mediating hypotheses and indicate that the brand co-creation activities can 
be expla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lso,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effect of 
feedback valence on brand engagement is salient when consumers have high task involvement and when they 
participate individually, not in a group. 

Keywords Brand co-creation · Feedback valence · Participating unit · Task involvement ·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 Brand engagement ·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INTRODUCTION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e.g., Vargo and Lusch 2008) advocating service-dominant logic has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value co-creation. These scholars contend that customers are ultimate value co-creators, and 
that service-centered perspective is both customer-oriented and relationship-oriented, thus encouraging 
service providers to build long-term, interactive,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with customers. With the aid of 
f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tem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ustomers have gradually shifted from passive 
value receivers to active value creators, and companies could coin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rough the 
competence of customers (Prahalad and Ramaswamy 2000). Customers participating design of products or 
services has become prevalent, e.g., Nike invited consumers to design their own shoes, IKEA invited 
consumers to choose their own styles of indoor layout and to enjoy in the do-it-yourself process. Through 
self-production or self-design process, consumers can make products better fit their needs and gain sense of 
achievement (Deng and Hutchinson 2009; Franke and Piller 2004; Fuchs et al. 2010; Moreau and Herd 2009). 
Sellers are also benefited from these processes, including: saving labor cost of production (Fitzsimmons 1985), 
fostering a customer-oriented corporate image, positive attitude, higher purchase intention and willingness to 
pay higher price of customers (Fuchs et al. 2010).  
 
Most research explains the reasons why co-creation activities bring positive outcomes to companies from a 
utilitarian perspective: because self-designed products better satisfy consumer needs, consumers tend to have 
higher intention to purchase and are more willing to recommend the self-designed products (Dellaert and 
Stremersch 2005; Ghosh et al. 2006; Randall et al. 2007). Little research addresses the question from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except for few exceptions. Franke et al. (2010) indicate that consumers assign 
higher subjective values to self-designed products because of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Based on social 
comparison theory, Moreau and Herd (2009) find that consumers’ evaluations of self-designed products are 
affected by the comparisons of their designs with similar products made by others. In addition, Gambetti et al. 
(2012) indicate that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could be used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 of 
self-design effects, especially when consumers participate in brand co-creation activities (i.e. consumers 
participate in creating products and brand communication campaigns; consumers 'reinvent' the use of brand, 
adapting it to their own lifestyle and personality) (Gambetti et al. 2012). When consumers participate in brand 
co-creation activities, they get close to the brand and have ‘brand enacting’. Brand enacting means that 
consumers 'put the brand into action', and participate in the world of the brand. The brand thus gets embedded 



in consumers' lives, becoming 'an enabler of their doings'. Brand enacting is a form of consumer-brand 
relationship that shares similar features of human relationship. Hence, it is possible to apply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to study the mechanism of brand co-creation effects. However, this perspective has not 
been empirically confirmed. Thus, although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such as brand engagement (Gambetti 
et al. 2012) and brand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Franke et al. 2010) are considered conducive to explain the 
effects of brand co-creation effects, these mechanisms have yet to be examined. Therefore, the first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fill this knowledge gap. 

  
One important driver of self-design effect is the feedbacks consumers obtain in the brand co-creation activity 
(Hildebrand et al. 2013). When consumers participate in the brand co-creation activities, depending on the 
rules of campaign, they may receive feedbacks from judges or other members in an on-line or off-line brand 
community. The feedback valence may have influences on the psychological closeness between consumers 
and the brand, and further influence consumers’ behaviors toward the brand. This influence could be 
explained using the theory of reinforcement, which proposes that individuals develop relationship with 
partners based on the positive or negative outcomes associated with that relationship. However, this effect has 
not been examined in the brand co-creation context. Thus, the second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feedback valenc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and the related brand respon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reinforcement theory. In addition, consumers can participate in a 
brand co-creation campaign individually or with other people (Moreau and Herd 2010). More and more 
brands invite consumers to do brand co-creation in groups. For instance, L’Oreal held brand contests such as 
L’Oreal Brandstorm and E-Strat to make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te in groups and formulate a business plan 
for its brands. Consumers may put different levels of effort in the brand co-creation process (Graham and 
Golan 1991). Hence,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participating unit (group or individual participating) and task 
involvement of participants are examined in this study. 

LITERATURE REVIEW AND HYPOTHESES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is defined as the state in which individuals feel as though the target of ownership 
(material or immaterial in nature) or a piece of it is theirs (i.e., “It is mine!”; Pierce et al. 2003).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results in a psychological bond between the object and self, and the object is considered as an 
extended self of the individual. Past studies indicate that people tend to have high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if 
they invest a lot of selves in the object by spending energy, time, effort, and attention on the object 
(Csikszentmihalyi and Rochberg-Halton 1981). The most powerful form that people invest themselves in the 
target objects is the creation of those objects (Pierce et al. 2003). In the brand co-creation, consumers invest 
time and effort to create ideas on the new products and marketing campaigns for the brand and the ideas 
created may reflect the self of consumers (Gambetti et al. 2012). 
 
I-design-it-myself effect indicates that people give the self-designed products higher value because they have 
higher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Franke et al. 2010). Similarly, endowment effect indicates that if people own 
an object, they tend to give the object a higher value and are more willing to pay for it (Kahneman et al. 1991). 
Endowment effect occurs both when people physic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own an object (Reb and Connolly 
2007). We thus propose that consumers tend to have higher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toward the new products 
they plan for in the brand co-creation projects and tend to consider the new products have higher value, thus 
have higher purchase intention. 

H1: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positively influences the purchase intention of the new products that consumers 
help to plan in a brand co-creation project. 

Brand engagement 

Most researchers define brand eng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on (Gambetti et al. 2012). Some 
researchers consider brand engagement as the inclination that consumer integrates brands into their 
self-concepts. Brodie, Hollebeek et al. (2011) consider customer brand engagement has its relational 



foundations of interactive experience and the co-creation of value,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or marketing 
management in an internet prevalent era. 
 
Gambetti et al. (2012) indicate that brand engagement is a multi-stage process consisting of different degrees 
of brand enacting. “Enacting brand” means that consumers put the brand into actions, participate the world of 
the brand. The brand thus gets embedded into their lives, becoming an enabler of their doings. Consumers 
may interact with brands in physical or virtual points of contact to co-create value. For example, consumers 
can participate in the production of products, crafting brand communication campaigns, reinventing ways to 
use brands and adjust brands to make them better fit in their own personalities and lifestyles.  

 
Consumers can shape brand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desires and make brands their life mates. This perspective 
is consistent with Brodie et al. (2011)’s assertion that co-creation is an important conceptual foundation for 
brand engagement. Gambetti et al. (2012) indicate that brand engagement could be explained from the theor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because consumers enacting brands. Thus, consumer-brand engagement is a 
relationship-building process through which consumers get closer to the brand and become more committed 
to the brand. This process influences consumer’s brand preference and brand purchase behavior (Sprott et al. 
2009; Goldsmith et al. 2010). We thus infer that consumers become brand-engaged because they participate in 
brand co-creation activities and that higher brand engagement leads to higher behavioral intention (including 
purchase intention and word-of-mouth intention) toward the (parent) brand. 

H2: Brand engagement formed in the brand co-creation activities positively influences consumer’s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the parent brand. 

Performance feedback 

Feedback is the action adopted by external entities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n certain facets of task 
performance for individuals or groups (Kluger and DeNisi 1996). Feedback is considered an important way to 
enhance team learning or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Gabelica et al. 2012; Locke and Latham 1990; London 
and Sessa 2006). Some studies indicate that performance feedback influences individual’s job satisfaction and 
organization commitment. Past studies on team performance feedback mostly focus on effects of valence of 
feedbacks, less on the frequency and source of feedbacks. Literature has consensus on the effects of positive, 
yet not negative, performance feedbacks on subsequent behaviors (Gabelica et al. 2012). 
 
Few studies on consumer value co-creation hav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influence of feedback from other 
consumers on the self-designed products. Hildebrand et al. (2013) examined the influence of peer reviews on 
consumers’ responses in the context of online communities where consumers use mass customized tools to 
develop self-design products. However, their study does not consider the valence of the feedback, thus it is 
unclear whether positive feedback has different effects on satisfaction or creativity than negative feedback. In 
some brand co-creation campaign, consumers are invited to act as brand managers and to craft the brand. In 
this context, consumers tend to have higher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success of the brand and are likely 
to take seriously the performance feedbacks. Positive feedback indicates a possible success; negative feedback 
indicates a failure, which may lead to different result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inforcement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if positive (negative) outcomes accompany 
the persons we encounter, we tend to approach (distance) that person because we (do not) want to get the 
positive (negative) outcomes (Byrne and Clore 1970). In the context of brand co-creation activities, 
consumers tend to develop customer brand engagement similar to human relations (Gambetti et al. 2012). 
When consumers are entrusted a new product plan in the brand co-creation campaign, they will take into 
considerations others’ comments on their designs. The influences are especially strong for those comments 
from brand experts or brand community members because these members are the brand advocates, their 
opinions may be valued by the brand managers. Based on reinforcement theory, if consumers get positive 
feedbacks, they tend to get close to the brand psychologically and then behaviorally. That is, they tend to feel 
psychologically close to the brand and the new product they plan for and thus have higher brand engagement 
and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Higher brand engagement to the parent brand makes consumers have higher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the parent brand (Gambetti et al. 2012). Higher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to the new 
product makes consumers have higher purchase intention of the new product (Franke et al. 2010). The reverse 
is true if consumers get negative feedback. Hence, we develop the following hypotheses: 



H3: Feedback valence positively influences brand engagement. Specifically, compared to negative feedback, 
positive feedback has higher brand engagement. 

H4: Feedback valence positively influences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Specifically, compared to negative 
feedback, positive feedback has higher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H5: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for the new product fu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edback valence and purchase intention. 

H6: Brand engagement to the parent brand fu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edback  
valence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the parent brand. 

 
Task involvement is a motivational state in which the main objective of people is to master task and people 
intend to understand and obtain new skills related to the task (Nicholls 1984; 1989). Graham and Golen (1991) 
indicate that people with high task involvement tend to allocate more cognitive resource to tasks that demand 
deep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do more cognitive processing. In the context of brand co-creation activity, if 
consumers have high task involvement, they tend to pay much effort to the task. Feedback valence will be 
taken seriously by consumers with high task involvement. If consumers have low task involvement, the 
reverse is true. Furthermore, group can distribute duty and reduce the effect of feedback valence (Barr and 
Conlon 1994). When consumers participate in the brand co-creation activity in groups, they tend to share duty 
with other group members and the effect of feedback valence on brand engagement is attenuated. We 
therefore propose the following hypotheses: 
 
H7: When consumers have high task involvement, the effect of feedback valence on brand engagement is 
stronger if they participate in brand co-creation activity individually than if they are in groups. 
 

A conceptual model showing the hypotheses 1-6 is depicted in Figure 1. 

METHODS 

Design 

A 2 (feedback valence: positive/negative) 2 (participating unit: individual/group) 2 (task involvement: 
high/low) between subject experimental design is adopted. Feedback valence and participating unit are 
manipulated and task involvement is measured. Dependent variables are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brand 
engagement, purchase intention of the new product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the parent brand. Brand 
attitude toward the parent brand, product category preference, brand co-creation task difficulty, past 
experience in brand co-creation task, product knowledge, expectation distance, perceived expertise of 
feedback givers, and credibility of feedback are listed as covariates. 

Participants 

130 students from a variety of colleges who took an introductory business course in a university of northern 
Taiwan participated in the experiment. Students were told that a well-known beverage company (i.e., 
Uni-President) in Taiwan cooperated with the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invited students to help formulating a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 plan for their ready-to-drink tea brand. 25.4%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male whereas 
74.6% were female. 28.5%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freshmen, 27.2% sophomores, 28.5% juniors, and 15.3% 
seniors or graduate students. 80% of the participants drank tea from one time a week to three times a week, 
10% more than four times a week, and 10% did not drink tea. 

Stimuli 

The stimuli used in this study is a package of documents from the brand co-creation sponsoring firm that 
invites consumers to act as product managers and to plan for the launch of a new functional tea for an existing 
tea brand (i.e., Chaliwang). Functional tea is popular in Taiwan, and the major targets are young consumers 
(tea magazine 2012). Chaliwang was selected as the parent brand for the new functional tea because 
Chaliwang has the highest brand awareness among all the tea brands (EOLembrain 2013). 



The campaign provides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parent brand, the tea market, and the new functional tea.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use the above information to make a new product introduction plan for the new 
functional tea. Specifically, they have to decide the brand name, slogan, and promotional campaigns for the 
new functional tea. To increase realism, they were told that their final ideas would be uploaded onto an online 
platform and reviewed by members in that platform and that if their ideas are evaluated positively, Chaliwang 
is likely to commercialize their ideas and give them the priority for corporate internship. All the contents in 
the new product planning activity were designed by three experts- one professor specializing in brand 
marketing and two doctoral candidates in the field of marketing. 

 
The statements for positive and negative performance feedback were collected from past studies and modified 
through discussions among experts. We carefully screened all the statements in terms of the wording, length, 
and potency. For example, extreme statements are not used because respondents may give these statements 
higher weight than other comments (Fiske 1980; Gershoff, Mukherjee, and Mukhopadhyay 2003). 22 
statements were agreed on among experts and these statements were used in a pretest. 63 students in a 
northern university of Taiwan participated in the pretest and were asked to rate the degree of the valence from 
very negative (1) to very positive (7) for each statement. The 22 statements were then categorized based on 
mean values of the ratings into respective groups of valence: negative (1.5~2), slightly negative (2.1~3.9), 
neutral (4), slightly positive (4.1~5.9), and positive (6~6.5). To increase the realism of the performance 
feedback offered on the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 positive feedback consists of four positive statements and 
two slightly negative statements in the pretest; negative feedback consists of four negative statements and two 
slightly positive statements in the pretest. These statements used in the positive or negative feedback were 
pretested. The mean perceived valence of positive feedback is greater than the scale neutral point (4) 
(Mp=4.98; t (62) =18.95, p<.001), indicating positive feedback is perceived positively. The mean perceived 
valence of negative feedback is smaller than the scale neutral point (4) (Mn =3.11; t (62) =-10.68, p <.001), 
indicating negative feedback is perceived negatively. The degree of potency of the feedback i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positive and negative feedback (t (62) =-.95, p <.001). 

Measures 

Independent variables.  All scales were modified to suit the context of brand co-creation activity and are 
seven-point scales. Zaichkowsky (1994)’s revised personal involvement scale was adopted to measure task 
involvement, using 10 items of semantic differential scale (α=.89). The scale developed by Dyne and Pierce 
(2004) was used to measure consumers’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toward the new product they plan for in the 
brand co-creation activity. Four Likert-type items were used to measure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α =.91). 
Brand engagement was measured using Sprott et al. (2009)’s brand engagement in self-concept (BESC) scale. 
Some redundant items were deleted and five Likert type items were used to measure consumer-brand 
engagement (α =.94). 

Dependent variables.  All scales were modified to suit the context of brand co-creation activity and are 
seven-point Likert-type scales. This study used the 3-item scale developed by Grissemann and 
Stokburger-Sauer (2012) to measure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 of the new product (α =.93). A 4-item 
scale developed by Grissemann and Stokburger-Sauer (2012) was used to measure consumers’ behavioral 
intentions (α =.94).  

Procedure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one of the four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i.e., individual participation 
with positive feedback, individual participation with negative feedback, group participation with positive 
feedback, and group participation with negative feedback). Participants in the group condition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different groups of three members. The experiment had two stages. In the first stage, participants 
in the group condition were taken into different rooms by trained confederates. Different groups were in 
different rooms to avoid interaction between members of different groups. Then, the procedure was as follows. 
Confederates first gave instructions concerning the brand co-creation task.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read the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in five minutes. Participants in each group were then 
given 30 minutes to formulate a new product plan and put down the plan on the paper given. Confederates 
collected new product plans in each group after 30 minutes.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come back to their 



classrooms for class and were told that during the class their plans will be uploaded onto an online platform of 
open innovation (ZecZec) to be reviewed by other members on the platform. After an hour, confederates came 
to the class to begin the second stage of the activity and took participants in the group condition to their 
previous rooms. Participants read the performance feedback from ZecZec (positive or negative) for three 
minutes and then were asked to fill out a questionnaire. The questionnaire includes items on manipulation 
check of feedback valence, dependent variables, and covariates. The complet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ends the 
brand co-creation activity. Participants were then debriefed by the experimenter. They were told that the 
activity is artificial. Some participants were suspicious of the realism of this activity but none of the 
participants knew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and the relationships to be examined in this study. All participants 
were given cash certificate worth NT 100 dollars to thank for their participation. Participants in the individual 
condition have similar experimental procedure except the following. First, participants in the individual 
condition did the activity in the same classroom. They were not allowed to talk during the activity. Second, 
participants developed the new product plan individually without discussions with others. Third, the 
instruction of this co-creation activity was declared by one confederate, not by many different confederates. 

RESULTS 

Manipulation Check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rate the degree of the valence of the performance feedback they obtained on a scale 
from very negative (1) to very positive (7).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negative feedback is perceived more 
negatively than positive feedback (Mp =5.06, Mn =3.48; t (128) =10.83, p <.001). Furthermore, the mean 
values of the valence for positive feedback (t (63) =9.76, p <.001) and negative feedback (t (65) =-5.30, p 
<.001) are both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scale neutral point (4), indicating that the valence of the 
feedback was perceived correctly. 

Psychological Variables on Brand Outcomes 

We conducted regression analyses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variables on brand-related 
outcomes, controlling for feedback valence and relevant covariates. Psychological variables include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and brand engagement. Brand-related outcomes include purchase intention of the 
new product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the parent brand. The results of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are shown in 
Table 1.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positively influences purchase intention of the new product (β=.62, p <.001). 
Brand engagement positively influences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the parent brand (β=.57, p <.001). H1 and H2 
are supported. 

Feedback Valenc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and Task Involvement 

A 2(feedback valence: positive/negative) 2(participating unit: individual/group) 2(task involvement: 
high/low) ANOVA was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s and interaction of design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 variables on psychological variables. Design variables are the feedback valence and the 
participating unit. Individual difference variable is task involvement. Psychological variables include brand 
engagement and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Brand attitude, preference for the product category, perceived task 
difficulty, past experiences in brand competition, product category knowledge, preference distance, the 
credibility of feedback, and the expertise of the feedback givers are listed as covariates. These covariates were 
put in the models in the subsequent analyses. 
 
Feedback valenc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brand engagement. Positive feedback has higher brand engagement 
than negative feedback (Mp =4.38, Mn =3.67; F (1, 105) =9.78, p <.002). Feedback valence positively 
influences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Positive feedback has higher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than negative 
feedback (Mp =5.20, Mn =4.80; F (1, 105) =2.7, p =.05, one-tail). H3 and H4 are supported. The three-way 
interaction among feedback valence, participating unit, and task involvement on brand engagement is 
significant (F (1, 105) =4.67, p <.04). When task involvement is high, th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feedback valence and participating unit on brand engagement is significant (F (1, 47) =4.63, p <.04). 
Specifically, positive feedback results in stronger brand engagement than negative feedback under individual 



condition (Mp =5.11, Mn =3.69; F (1, 17) =4.59, p <.05) than under group condition (Mp =4.34, Mn =4.24; F 
(1, 22) =.06, p >.81). Conversely, when task involvement is low, th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feedback 
valence and participating unit on brand engagement is not significant (F (1, 50) =.40, p >.53). Hence, H7 is 
supported. 

Mediation Analysis 

Following LeBreton, Wu, and Bing (2009)’s steps, the results for mediation analysis indicate the following. 
First,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fu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edback valence and purchase 
intention of the new product. This is because feedback valenc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X→M) and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purchase intention of the new 
product (M→Y). Second, brand engagement fu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edback valence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the parent brand. This is because feedback valenc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brand 
engagement (X→M) and brand engagement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the parent brand 
(M→Y). Hence, H5 and H6 are supported. 

DISCUSSION 

Adopting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brand co-creation activities, we find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does play a mediation role for the feedback effect on behavioral intentions of the 
co-creation products. Specifically, feedback valence positively influences consumers’ closeness to brand, and 
then positively influences brand-related outcomes. Consumers who receive positive feedback have stronger 
brand engagement to the parent brand and higher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to the new product they plan for 
than those who receive negative feedback. Furthermore, brand engagement positively influences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the parent brand and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positively influences purchase intention of the new 
product. Hence, this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Gambetti et al. (2012)’s contention that brand 
co-creation activities can be examined from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perspective. 
 
This study extends Gambetti et al. (2012)’s research by indicating the following. First, the valence of the 
performance feedback is one important antecedent to brand engagement. Second, consumers’ closeness to the 
brand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closeness to the new product they plan for (i.e.,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and 
the closeness to the parent brand (i.e., brand engagement). Third, we indicate that the effect of feedback 
valence on brand engagement is salient when consumers have high task involvement and when they 
participate individually, not with group members. Compared to individual participating condition, group has a 
buffer effect for the feedback valence when in a high-involved state. 

 
This study uses student sample to test our hypotheses. This may be appropriate because college students are 
frequently invited by compan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brand co-creation activities. Future studies could use 
non-student samples to further test our model. Second, the brand co-creation activity used in this study is the 
new product planning. Other activities such as market analysis and new product design could be used to 
further test our model.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consumers’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toward the new product they plan 
for fu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edback valence and purchase intention. Managers could 
strengthen consumers’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for the new products by constructing an online community or 
platform on which consumers can show their co-creation plans. Managers can further encourage consumers to 
invite their friends and families to visit the online platform and to press like buttons or leave positive 
comments for their new product planning ideas. 
 
The results also indicate that consumers’ brand engagement to the parent brand fu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edback valence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the parent brand. Managers could increase consumers’ 
brand engagement to the parent brand by sponsoring a brand co-creation campaign to gain new ideas as well 
as psychological closeness for the brand. Positive feedback enhances brand engagement and negative 



feedback lowers brand engagement, therefore, managers could take steps to boost positive effects and reduce 
abating effects. When consumers receive negative feedback, managers can counterbalance the negative 
influence by emphasizing the learning effects that the process of the activity offered and the friendship 
building with other participants. Conversely, when consumers receive positive feedback, managers can 
recognize the consumers in public or give consumers valuable rewards. 

 
Figure 1 Conceptual model showing the hypotheses 1-6 
 
Table 1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REFERENCES 

 
Barr, S. H., & Conlon, E. J. (1994). Effects of distribution of feedback in work group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7, 641-655. 
Brodie, R. J., Hollebeek, L. D., Jurić, B., & Ilić, A. (2011). Customer engagement: Conceptual domain, 

fundamental propositions &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 14, 252-271. 
Byrne, D., & Clore, G. L. (1970). A reinforcement model of evaluation responses.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 103-128. 
Csikszentmihalyi, M., & Rochberg-Halton, E. (1981). The meaning of things: Domestic symbols and the sel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pendent variables Purchase intention 

of the new product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the parent brand 

Independent variables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66***  .14* 

 Brand engagement  .22***  .67*** 

 Feedback valence  .02 -.10 

Control variables   

 Brand attitude  .08  .15*** 

 Preference difference  .16**  .03 

 Task difficulty  -.17***  -.09 

 Past experience  -.02  .05 

 Product knowledge  -.03  .06 

 Expectation distance   .003  .09 

 Perceived expertise   .07  -.04 

 Credibility of feedback   .06  .14* 

Model fit   

 R2a .69 .74 

 F (11,117) 24.07 30.16 

*p<.05. ** p<.01. *** p<.001 

  

Feedback Valence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the parent brand 

H1 

H2 

H3 

H4 
H5 

 

Brand engagement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Purchase intention  

of the new product 

H6 



Dellaert, B. G. C., & Stremersch, S. (2005). Marketing mass-customized products: 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utility and complexity.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42, 219-227. 

Dyne, L. V., & Pierce, J. L. (2004).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and feelings of possession: Three field studies 
predicting employee attitudes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5, 439-459. 

Fitzsimmons, J. A. (1985). Consumer participa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service operations. Interfaces, 15, 
60-67. 

Franke, N., Schreier, M., & Kaiser, U. (2010). The “I designed it myself” effect in mass customization. 
Management Science, 56, 125-140. 

Fuchs, C., Prandelli, E., & Schreier, M. (2010). Th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empowerment strategies on 
consumers’ product demand. Journal of Marketing, 74, 65-79. 

Fuchs, C., & Schreier, M. (2011). Customer empowerment in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8, 17-32. 

Gabelica, C., Bossche, P. V. D., Segers, M., & Gijselaers, W. (2012). Feedback, a powerful lever in teams: A 
review. Educational Research Review, 7, 123-144. 

Gambetti, R. C., Graffigna, G., & Biraghi, S. (2012). The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to consumer-brand 
engagement: The practitioner’s standpoi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54, 659-687. 

Ghosh, M., Dutta, S., & Stremersch, S. (2006). Customizing complex products: When should the vendor take 
control.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43, 664-679. 

Goldsmith, R. E., Flynn, L. R., & Kim, D. (2010). Status consumption and price sensitivity. Journal of 
Marke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18, 323-338. 

Graham, S., & Golan, S. (1991). Motivational influences on cognitive: Task involvement, ego involvement, 
and depth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83, 187-196. 

Grissemann, U. S., & Stokburger-Sauer, N. E. (2012). Customer co-creation of travel services: The role of 
company support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 with the co-creation performance. Tourism Management, 33, 
1483-1492. 

Hildebrand, C., Häubl, G., Herrmann, A., & Landwehr, J. R. (2013). When social media can be bad for you: 
Community feedback stifles consumer creativity and reduces satisfaction with self-designed products.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4, 14-29. 

Kahneman, D., Knetsch, J., & Thaler, R. (1991). Anomalies: The endowment effect, loss aversion, and status 
quo bia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 193-206. 

Kluger, A. N., & DeNisi, A. (1996). The effects of feedback interventions on performance: A historical review: 
A meta-analysis, and a preliminary feedback intervention theor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9, 254-284. 

LeBreton, J. M., Wu, J., & Bing, M. N. (2009). The truth(s) on testing for mediation in the social and 
organizational sciences. In C. E. Lance & R. J. Vandenberg (Eds.), Statis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myths 
and urban legends: Doctrine, verity, and fable in the organizational and social sciences (pp. 109-144). 
New York: Routledge. 

Locke, E. A., & Latham, G. P. (1990). A theory of goal setting and task performanc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London, M., & Sessa, V. I. (2006). Group feedback for continuous learning.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Review, 5, 1-27. 

Moreau, C. P., & Herd, K. B. (2010). To each his own? How comparisons with others influence consumers’ 
evaluations of their self-designed product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6, 806-819. 

Pierce, J. L., Kostova, T., & Dirks, K. T. (2001). Toward a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Integrating and 
extending a century of research.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7, 84-107. 

Pierce, J. L., Kostova, T., & Dirks, K. T. (2003). The state of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6, 298-310. 

Randall, T., Terwiesch, C., & Ulrich, K. T. (2007). User design of customized products. Marketing Science, 
26, 268-283. 

Reb, J., & Connolly, T. (2007). Possession, feelings of ownership and the endowment effect.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2, 107-114. 

Sprott, D., Czellar, S., & Spangenherg, E. (2009). The importance of a general measure of brand engagement 
on market behavior: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cale.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46, 92-104. 

Vargo, S. L., & Lusch, R. F. (2008). Service-dominant logic: Continuing the evolution,”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36, 1-10. 

Zaichkowsky, J. L. (1994). The personal involvement inventory: Reduction, revision, and application to 
advertising.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3, 59-70. 



四、建議 
    在 AMS 研討會中令我訝異的是台灣人居然不到 5 個人，非常的少數，大部分都是歐洲及美國

的外國人，又據我所知，國內投國外研討會多以亞太區域為主，因此我強烈建議國內需要鼓吹行

銷學者多多投稿到亞太外的知名行銷研討會如 AMS 與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AMA)，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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