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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re competencies such as fragrance deployment and fragrance space
construction, this study will allocate exclusive scents to enterprises and achieve marketing and br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that convey brand impressions to consumers through personalized scent so as
to reinforce the visual and auditory communication, Thereby enhancing brand awareness and
customer's impression. In this study, aromatherapy investigations of various proprietary aroma
formulas were conducted for the tested consumers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then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find out the brand imprint results of consumers for various proprietary
aroma formu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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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本研究以香味调配及香氛空间建构等核心能力为基础，为企业调配能够反映企业内涵
和特质的专属的气味，达到透过个性化气味传达品牌印记给消费者的营销及品牌经营策略，
补强以视觉与听觉为主的过度沟通而出现所谓的天花板效应，进而强化品牌价值、知名度及
客户的印象。本研究透过问卷针对受测消费者进行各种专属香气配方的熏香调查，进而透过
统计分析了解消费者对于各种专属香气配方的品牌印记结果。
1．引言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越来越重视实施企业识别战略，但是由于对企业识别的
认识还不深刻，多数企业识别还仅仅是标识或某些视觉符号，在塑造品牌时多数营销人员习
于大量依靠视觉与听觉的沟通方式(如电视广告、平面广告、广告牌或各式各样的促销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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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里，透过视觉与听觉的品牌沟通方式已出现所谓的「天花板效应」，
也就是花在广告上的钱越来越多，效果却越来越差。以往企业在打造品牌形象时，大量倚赖
视觉与听觉，其实这是因为我们多半是透过媒体传送广告的方式在塑造品牌，而媒体的限制
就是以视觉与听觉为主[1-3]。Martin Lindstrom与全世界最大的研究机构WPP集团的米渥布朗
市调公司合作，首创感官能力与品牌经营的比较研究，调查智利、丹麦、印度、日本、英、
美等共13个国家，分两阶段了解感官在建立有效品牌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影响力。研究显示：
人们的情绪事实上有75﹪是由嗅觉所产生的。人对照片的记忆，在三个月后只剩下50％，但
回忆气味的准确度高达65％。当视觉与听觉营销弹性疲乏，嗅觉就是营销竞逐、品牌塑造的
新利基，人们往往以为自己嗅觉不发达，但其实气味对人类的生活影响甚大，依据英国牛津
大学的研究显示，人会把气味与特定的经验或物品联想在一起，且给予顾客多元感官刺激会
直接影响对于产品质量及品牌价值的认识，比只有少数感官暗示的品牌营销能带来更高的价
值[4,5]。
在品牌与消费者的关系上，在建立品牌形象时，给予更多的感官刺激能活化感官记忆，
活化感官记忆的刺激越多，品牌与顾客间的连系就越强烈[6-8]。若能跳脱过度以视觉与听觉
为主的过度沟通方式，而以其它感官知觉为基础传达品牌印记给消费者将可成为营销思维的
另一蓝海，只要准确把握住企业的内涵和特质，然后找到能够代表这种内涵和特质的气味，
加以广泛应用，使其形成独特的企业识别方式。在国际间，不少大型企 业早就悄悄运用＂味
道＂刺激消费者的嗅觉，让淡淡散发的香味如同标签一样，让消费者一闻就想起特定的品牌，
如Samsung在旗下店内散布清甜的蜜瓜香吸引消费者；SONY在美国的专卖店内则闻得到融合
香草与柑橘味道的独特香气。
2．研究方法
传统企业识别系统多数还仅仅是标识或某些视觉符号，在信息大爆炸的时代里，透过视
觉与听觉的品牌沟通方式已出现所谓的「天花板效应」，必须跳脱过度以视觉与听觉为主的
过度沟通方式，而以其它感官知觉为基础传达品牌印记给消费者，而嗅觉就是营销竞逐、品
牌塑造的新利基。因此本研究拟藉由问卷来进行检测各种香气配方，进而透过统计分析了解
在不同年龄层及性别，对于各种专属香气配方是否有不同情绪感知，如此未来将可给各种专
属香气配方有更明确之影响定位。本研究测试环境空间共分为二，一为9 m 面积大小之受测
实验室；另一为观察控制室，两室之间并装设有单向观察玻璃，以防止受测情境受到干扰。
所有测试环境空间之隔音及防电磁波设施均为医疗标准级听力室规格，并均保持在25℃之消
音恒温空调系统。本实验受测人员共有60位，其中男性及女性各占30位。熏香方式则是采将
精油滴入熏香灯中，藉由间接加热的方式使精油分子挥发于空气中，以达熏香效果，其中每
日均仅测试一种熏香精油，每位进入受测实验室为10分钟。最后再将各问卷进行统计分析。
3．研究结果
3.1 数据输入
(1) 本问卷共有60份问卷其中男女性各占30人，每份问卷共15题，。在意见方面，按照受试者
填答的空格，登录数字。如选「非常不同意」为 1 ，「不同意」为 2，「没意见」为 3，
「同意」为 4 ， 「非常同意」为5。在基本数据上，同样的依填答空格登录。
(2) 第1题至第3题属于「香氛气味接受度」这个变项。然后将这3道题目的分数加总后，就代
表受试者对企业或商品香氛气味的接受度。得分越高，表示接受度越好。
(3) 第4题至第7题属于「消费帮助」。得分越高，表示对企业销售帮助越好。
(4) 第8题至第10题属于「品牌印记」。同样的将这三题分数相加。分数越高表示品牌印记联
想程度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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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
3.2.1 叙述统计分析
香氛气味接受度如何？香氛的销售帮助好不好？消费者品牌印联想程度有多高？要回答
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是描述「香氛气味接受度」、「销售帮助」、「品牌印记」这三个变项。
例如平均数、众数、中位数、全距、标准偏差（变异数）、分布情形。「香氛气味接受度」、
「消费帮助」、「品牌印记」的平均数分别是11.93，15.3，和12.43。用这平均数并不能比较，
因为「香氛气味接受度」共有3题，「消费帮助」只有4题，而「品牌印记」只有3题，因此不
能直接比较。除非这些平均数分别除以题数才可以。如此一来，他们的平均数分别是3.98，
3.82，4.14。由此可知，受试者对企业识别的「香氛气味接受度」、「消费帮助」、「品牌印
记」的满意还算不错。因此就5点量表而言，「3」是「没意见」，「4」是「同意」来看，3.98
的结果已经非常不错了。
3.2.2 枢纽分析
什么人在去年内曾消费过具香氛气味的公司产品（这些人就是公司的顾客群应该加强服
务。至于那些还没购买的人潜在的顾客，宜加以开发。）。基本上，这可从问卷的基本数据
得知。因为在基本数据里问了受试者的性别、教育程度、以及他最近一年内曾否买过香氛气
味的公司产品。这可直接用联列表来看出性别在品牌印记上是否有不同（即男性和女性品牌
印记的比例有无不同）。同样的教育程度不同，其品牌印记的比例是否不同。
什么样的人曾购买香氛产品？男性居多还是女性？教育程度和年纪呢？这就必须靠枢纽
分析了。为了比较性别与购买的情形，进行枢纽分析即可到结果。由于性别等于1是男性，等
于2是女性；购买等于1是曾购买香氛产品，等于2是未曾买。，在男性30人之中，有15曾经购
买香氛产品；而在30位女性中，有26位曾经购买香氛产品。在60人之中，共有，41人曾购买，
其中15人是男性，约占4成；26人是女性，约占6成。
同理可以探讨「教育程度」与购买的关系，教育程度为高中职（教育程度为１者）以下者
的1人之中只有1人曾购买香氛产品；教育程度为大专者(教育程度为2者)的52人中，有34人曾
购买香氛产品；教育程度为研究所者（教育程度为3者）的7人中，有6人曾购买香氛产品。就
曾购买的41人而言，其中高中职以下占2.44%，大专占82.93%，研究所占14.63%。由此可知，
教育程度为大专者是购买香氛产品的主力。由此可知，教育程度为大专者曾经购买香氛产品
的比例最高。至于「年纪」与「购买」的关系，可照上述的做法，即可得到结果。
是否曾经购买的人，比较会向别人推荐至具有香芬气味的品牌商品场所消费呢？要回答
这个问题就得看「购买」与「推荐」的枢纽分析。仿照上述的枢纽分析方法，在60人之中，
有16人会向别人推荐至具有香芬气味的品牌商品场所消费，有33人可能会推荐，只有11人不
会推荐。
3.2.3 相关分析
「香氛气味接受度」、「消费帮助」、「品牌印记」这三个变项的相关如何？是否香氛
气味接受度越强，品牌印记也越强？受试者在「香氛气味接受度」、「消费帮助」、「品牌
印记」这三个变项上是否有关联？例如是否越接受香氛气味，越会有品牌印记；觉得企业香
氛气味越不错，是否消费帮助越强？基本上这三个变项的相关在0.69到0.73 之间，关联颇强。
亦即任一个变项分数越高，另一个变项的分数也越高。既然关联颇强，那么要提高消费者品
牌印记，除改良香氛气味外，也要注意消费帮助。
3.2.4 单因子变异数分析
教育程度不同对「香氛气味」的接受度是否不同？在「销售帮助」是否不同？在「品牌
印记」是否不同？教育程度与香氛环境接受度之关系。由ANOVA摘要表可知，F值为0.9，p
值为0.41，大于0.05，因此无法宣称这三组人的平均数有显著差异。
同理，在「消费帮助」， F值是0.55，p值是0.58，未达0.05显著水平。所以教育程度不同，
在对「消费帮助」上的并没差异。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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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教育程度在对「品牌印记」的单因子变异数分析结果。F值是0.88，p值是0.42，未
达0.05显著水平。所以教育程度不同，在对「品牌印记」上并没差异。
3.2.5 回归分析
利用「性别」、「教育程度」、「年纪」、「购买情形」、「推荐情形」、「香氛气味
接受度」、消费帮助」等预测变项，来预测「品牌印记」，并进一步简化，找出最精简的模
式。以下利用性别、教育、年纪、购买、推荐、香氛环境、消费影响等7个变项来预测品牌印
记，并寻找最有效的预测变项和最简单的模式。由结果可从p值得知。「性别」、「教育」、
「年纪」、「推荐」等四个变项的t统计均未达0.05显著水平，其余三个自变项达0.05显著水
平。由于「性别」、「教育」、「购买」、「推荐」等四个变项未达0.05显著水平，因此可
逐一删除。首先从p值最大的「推荐」删除，然后进行一次回归分析，删去未达0.05显著水平
的自变项中p值最大者，直到所有的自变项的p值均小于显著水平。在此并不赘述其详细步骤。
最后只剩下年纪、香氛气味接受度、消费影响等三个自变项。用这3个预测变项的所得到的调
整R平方为0.65，反而略微大于7个自变项的效果，而且这三个自变项的p值均达0.05显著水平，
因此可以说是最精简的模式。根据这个模式，回归方程式为: 品牌印记=2.45+0.24 x年纪+0.33
x香氛气味接受度+0.34 x消费影响。由此方程式可知，年纪与香氛气味接受度、消费影响帮助
越高，对品牌印记的越强。因此要提高消费者的品牌印记，除了年纪外，就是要想办法提升
消费者对香氛气味接受度。
4．结论
总结上述结果得知，未来如要更进一步了解各种熏香精油对于情绪之影响，拟建议扩展
受测样本之年龄，从而了解不同年龄层及性别，对于相同的熏香精油是否有不同之反应，如
此未来将可给各种熏香精油有更明确之情绪影响定位。另外，年纪与香氛气味接受度、消费
影响帮助越高，对品牌印记的越强。因此要提高消费者的品牌印记，除了年纪外，就是要想
办法提升消费者对香氛气味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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