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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体验购买是指为了获得生活经历或经验而进行的购买, 与其相对应的是实物购买, 指的是为了拥有

物质类商品而进行的消费行为。这两种购买类型对于个体的快乐有着不同的影响, 体验购买比实物购买更让
人感到快乐和愉悦, 其中的原因存在于以下 5 个方面：体验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善, 变得越来越美好; 体验与自
我的联系更为紧密; 体验购买不易引起社会比较; 体验能够满足基本心理需要, 尤其是关系需要; 体验易于
分享。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 3 个方面着手：(1) 探索购买类型对快乐感的长期影响以及对不同取向幸福感的作
用, 体验优先的适用范围; (2) 改进现有回忆和想象的研究范式, 提高生态效度; (3)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开展购
买类型与快乐感的本土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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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 民众的基本温饱

费和购买类型：体验购买(experiential purchases)

问题得到了解决, 同时可自由支配的收入

和实物购买(material purchases)。体验购买是指为

(discretionary income)比例逐步提高。民众的消费

了获得生活经历或经验而产生的购买行为, 例如

除了购买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物品外, 还有经济

旅行、看演出、听音乐会、外出就餐等; 实物购

能力进行更多样的购买来满足自己不同方面的需

买是指为了拥有物质类商品而进行的消费行为,

求。如何通过消费、如何花钱“买来”更多的快乐

例 如 购 买 服 装 、 首 饰 、 电 子 产 品 、 家 具 等 (Van

和幸福成为人们的关注点之一。雷克萨斯(LEXUS)

Boven & Gilovich, 2003)。从定义可以看出, 体验

公司的一则广告云, “何言千金难买快乐, 只因用

购买与实物购买的最大区别在于购买目的不同,

之 无 良 方”。 同 样, Diener, Horwitz 和 Emmons

体验购买强调“过程与经历”而实物购买强调“保

(1985)也指出“金钱既能增加快乐也能减少快乐,

存与占有” (Carter & Gilovich, 2012)。其次, 体验

主要取决于使用方法”。那么如何使用金钱才能得

购买留下的是关于这段经历的记忆, 可以用语言

到快乐呢？生活中, 有些人用钱购买了物品, 例

来描述, 是无形的; 实物购买得到的是占用一定

如珠宝首饰、服装、电子产品等, 也有人将钱花

物理空间, 能触摸到、看到的物品, 是有形的。最

在了户外活动、旅游等体验活动上。研究表明, 人

后, 实物购买得到的物品能拥有一段时间或者一

们的消费方式, 也就是购买类型(type of purchase

直保存、占有; 体验购买时, 消费者只能在有限的

或 purchasing style)与快乐密切相关。

时间内去感受和享用。从经济学角度来看, 实物

1

购买对应着产业经济(manufacturing economy)而

体验购买与实物购买的概念及测量

体验购买对应着服务经济(service economy) (Carter
& Gilovich, 2012)。

Van Boven 和 Gilovich (2003)从消费者购买时

体验购买和实物购买不是二分变量, 可以视

的意图(intention)出发, 首次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消

为购买类型这个连续体的两端(Nicolao, Irwin, &
Goodman, 2009), 因此两种购买类型之间存在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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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区域。虽然在以往研究中, 消费者被要求回忆
购买时, 很少对两种购买类型的分类标准感到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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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 而且由第三方进行的购买类型评定结果绝大

买和实物购买对于个体的快乐(happiness)有着不

部分与消费者的分类保持一致, 表明购买类型的

同的影响, 体验购买比实物购买更令人感到快

模糊性带来的影响较小(Carter & Gilovich, 2014),

乐。目前距离这个开创性的研究已经 10 来年, 涌

但这不能否认两种购买类型之间容易出现的混淆,

现出更多的研究, 共同的关注点都在于购买类型

随着研究的深入, 需要有更确切的分类标准来厘

与快乐、购买幸福感(purchase-related well-being)

清两者间的关系。当前, 对于不能清晰地区分、

的关系, 且研究结果较为一致, 认为相比于实物

容易引起歧义的购买和消费, 唯一的划分标准是

购买, 体验购买能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愉悦体

购买的初始意图和目的, 以及购买带来的最初快

验 、 更 高 的 满 意 度 和 购 买 幸 福 感 (Caprariello &

乐源泉(Van Boven, 2005; Van Boven & Gilovich,

Reis, 2013; Carter & Gilovich, 2010, 2012; Howell

2003; Carter & Gilovich, 2014)。例如购买吉他, 为

& Hill, 2009; Nicolao et al., 2009; Rosenzweig &

了弹奏它是体验购买, 为了收藏、拥有则是实物

Gilovich, 2012; Thomas & Millar, 2013)。Nicolao

购买(Carter & Gilovich, 2014)。Carter 和 Gilovich

等(2009)将此现象称为“体验优先”(experience reco-

(2012)巧妙地运用了这种方法, 通过控制购买意

mmendation)。随着研究的深入, 研究者注意到“体

图, 用一台 3D 电视机启动了被试的体验购买与

验优先”存在一定的适用范围。

实物购买——将 3D 电视机作为一件高档商品来

首先, “体验优先”受到购买结果的效价影响。

拥有是实物购买, 为了得到更好的观看体验则是

Nicolao 等(2009)把体验购买和实物购买的结果效

体验购买。

价纳入考虑, 分别让被试回忆一次结果好的(或不

物质主义购买(materialistic purchase)是一个

好的)体验购买(或实物购买), 随后测量其快乐程

与实物购买在英文表达上相似, 却不相同的概

度。结果表明“体验优先”只适用于积极的购买结

念。如上所述, 实物购买与体验购买相对应, 指的

果, 也就是说, 当购买结果是积极时, 体验购买

是购买有形的物品, 注重物品的所有权。物质主义

比实物购买更能给消费者带来快乐, 这也验证了

购买则由物质主义(materialism)衍生而来, 物质主

Van Boven 和 Gilovich (2003)的研究结果。但当购

义是一种强调拥有物质财富重要性的个人价值观

买结果是消极时, 相比较于实物购买, 体验购买

(Richins & Dawson, 1992), 物质主义购买是指为了

并不能带来更多的快乐, 即“体验优先”现象消失

彰显财富或地位的购买(Carter & Gilovich, 2012)。

了。简而言之, 购买类型对快乐的影响随着购买

由此看来, 不管是哪种类型的购买, 只要购买是为

的结果效价而变化, Van Boven 和 Gilovich (2003)

了彰显财富与地位, 就可以认为是物质主义购买。

的研究结果只适用于积极购买结果的情况, 而不

随着研究的开展, 有关购买类型量表的开发

适用于消极的购买结果。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Howell, Pchelin 和 Iyer (2012)

其次, “体验优先”受到消费者人格特征, 主要

编 制 了 体 验 购 买 倾 向 量 表 (Experiential Buying

是物质主义水平的影响。物质主义者具有以下几

Tendency Scale, EBTS), 用于了解和评估个体在

个特征：(1)倾向于进行物质主义购买, (2)通过彰

进行购买时容易做出的选择——体验购买或者实

显财富来获取快乐, (3)基于财富来衡量成功, (4)通

物购买倾向, 这种倾向是个体习惯性的购买方式,

过消费水平、地位和财富来界定自己与他人(Richins

一种长期的稳定的特质。量表为单一维度, 由 4

& Dawson, 1992)。那么物质主义者是否会看重实

个题目构成, 例如, “有些人将钱大多花在不同的

物购买, 实物购买能否带给他们更多的快乐？

生活经历上, 例如外出就餐、听音乐会、旅行等。

Millar 和 Thomas (2009)的研究显示, 物质主义在

他们通过参与活动而享受生活。您觉得这种特征

购买类型与快乐关系中起调节作用：物质主义者

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您？”。量表 1~7 点计分, 1 表

从实物购买中获得更多的愉悦感, 但对于体验购

示“完全不符合”, 7 表示“完全符合”。内部一致性

买, 物质主义水平并不影响其与快乐的关系, 也

系数在 0.75~0.77 之间。

就是说, 无论物质主义水平高低, 体验购买带来

2

体验购买、实物购买与快乐的关系
Van Boven 和 Gilovich (2003)首次提出体验购

的快乐程度总是高于实物购买。同时, Nicolao 等
(2009)也指出物质主义在购买类型与满意度间具
有调节作用：当购买结果是积极时, 非物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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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体验购买更满意, 而物质主义者对体验购买
和实物购买的满意度没有差异。Howell 等(2012)
认为非物质主义者偏爱体验购买, 因为这能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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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lovich, 2003)。

3

购买类型与快乐关系的理论解释

其基本心理需要从而提升了主观幸福感。与上述

为何体验购买比实物购买更令人感到快乐？

结果不同, 另有一些研究结果表明物质主义在购

以往的研究者主要是从个体层面与人际层面两个

买类型与快乐程度的关系中并没有调节作用

角度进行探索。其一, 在个体层面, 首先从认知的

(Bastos, 2012; Carter & Gilovich, 2012; Thomas,

角度探讨两种购买方式随时间推移对快乐不同程

2010)。因此, 物质主义这一人格变量在“体验优

度的影响; 其次, 从自我的角度阐释两种购买方

先”中的作用没有统一的结 论, 需要更多 的后续

式与自我的关联, 以及两种购买方式与基本需要

研究。

满足, 尤其是关系需要的联系。其二, 在人际层面,

除了结果效价和人格特征外, 研究者们还考

从社会影响的角度解释为什么社会比较以及分享

查了购买价格对购买类型与快乐关系的影响。有

会导致两种购买方式为消费者带来不同快乐水平。

些研究在让被试回忆实物购买和体验购买时, 限

3.1

体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善

制了购买的价格, 要求被试回忆价格在 50 美元以

解释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 CLT)指

上(Carter & Gilovich, 2010)、100 美元以上(Van

出, 人们对事件的解释会随着对事件的心理距离

Boven & Gilovich, 2003) 以 及 300 美 元 左 右

例如时间距离、空间距离等知觉的变化而变化。

(Nicolao et al., 2009)的购买, 分析结果显示, 价格

对心理距离较远的事件, 人们倾向于使用高水平

对购买类型和快乐的关系没有影响。另有一些研

解释(high-level construal), 即从抽象、核心和总体

究并未限制被试购买的价格范围, 只把购买价格

的特征来对事件进行表征; 对心理距离较近的事

作为一项测量指标, 让被试报告购买的价格, 也

件 , 人 们 倾 向 于 使 用 低 水 平 解 释 (low-level

取得了同样的结果, 价格对购买类型与快乐的关

construal), 即从具体、表面和局部的特征来对事

系未产生影响, 对购买的满意度也无作用(Howell

件进行表征(Liberman & Trope, 1998)。

& Hill, 2009; Millar & Thomas, 2009; Van Boven,

Carter 和 Gilovich (2010)认为体验购买以记

Campbell, & Gilovich, 2010)。由此可见, 无论控制

忆的方式储存在个体的脑海中, 而购买的物品一

购买价格与否, 价格对购买类型与快乐的关系并

直在身边。相比于物品, 人们更常思考和回忆体

未 产 生 显 著 影 响, 但作 为 购 买的 一个 典 型 特 征,

验(Dunn, Gilbert, & Wilson, 2011)。Van Boven 等

价格仍是当前研究者们的考虑因素之一。

(2003)调查了康奈尔大学的 40 名学生, 83%的被

此 外 , 社 会 经 济 地 位 (socioeconomic status,

调查者回答“回忆体验购买的次数要多于实物购

SES)也对购买类型和快乐关系有一定作用。SES

买”。思考和回忆有别于直接经验, 都属于心理解

在购买类型与快乐之间起调节作用, 相比于体验

释, 代表心 理 距离远 的事 物 (Trope & Liberman,

购买, 实物购买让低 SES 者更快乐; 对于高 SES

2010)。因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 相比于实物购买,

者 , 购 买 类 型 对 其 快 乐 程 度 无 影 响 (Thomas &

消费者可以从更高水平、更抽象层面来解释体验

Miller, 2013)。从人口统计学角度看, 2000 年 11~12

(Van Boven, 2005)。

月期间有研究者进行了一项针对全美国的电话调

在回忆中, 体验购买比实物购买存在更多的

查, 被调查者 1263 人, 年龄 21~69 岁, 让其回答

有益性加工, 消费者对体验购买的好评增加, 对

一个问题：“选择你过去的一项体验购买和一项实

体验购买的解释变得更为积极。例如相比于购买

物购买进行比较, 哪一种购买让你觉得更快

一件衬衫, 参观博物馆具有更多有利的高水平意

乐？”57%的受访者认为体验购买让自己更快乐,

义, 例如学习、受文化熏陶, 随时间推移, 上述特

只有 34%的受访者认为实物购买让自己更快乐。

性与深层意义逐渐在个体对参观博物馆认知中突

女性、年轻人、高收入者、教育程度高者、居住

显出来(Van Boven, 2005)。Van Boven 和 Gilovich

在城市和市郊的比男性、老年人、低收入者、受

(2003)给被试呈现 4 组选择, 每组包含体验购买

教育程度低者和居住在乡村的人更觉得体验购买

和实物购买, 具体如下：一块新手表或看一场百

能带来更多的快乐, 让人感到更开心(Van Boven

老汇演出, 一双皮靴或一顿晚餐加话剧演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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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心仪的光盘或去台球厅, 一件新外套或与一位

关(Kasser & Ryan, 1996)。因此, 相比较于实物购

朋友的咖啡时光。被试随机分为 3 组, 分别想象

买, 体验对个体的自我发展起更多的积极作用。

这些选择发生在 1 年前(遥远的过去)、1 年后(遥

虽然个体可以通过拥有的物品向他人展示自

远的将来)和第二天(不久的将来), 然后让被试做

己 的 身 份 (identity) 和 地 位 (status) (Belk, 1988;

出选择并评价哪种购买让自己更快乐。结果, 1 年

Richins, 1994), 但无法让他人真正了解自己, 因

前组的被试 64%选择体验购买, 72%认为体验购

此 物 品 不 利 于 自 我 的 构 建 。 Carter 和 Gilovich

买令自己更快乐; 1 年后组的被试 57%选择体验购

(2012)让被试想象下列情景：“陌生人甲知道自己

买, 68%认为体验购买令自己更快乐; 第二天组的

所有的实物购买, 而陌生人乙知道自己所有的体

被试有 50%选择体验购买, 58%认为体验购买令

验购买, 除了这些以外他们一无所知, 那么哪一

自己更快乐。两个较远时间距离组(一年前和一年

个陌生人更了解真正的你？ ”研究结果显示, 被

后)的被试选择体验购买的人数均显著多于较近

试认为陌生人乙比甲更了解自己。把被试和陌生

时间距离组(第二天), 并且认为体验购买令自己

人的角色对调后, 得到的结果也一样, 即被试认

更快乐。

为在了解陌生人时, 知道其体验购买比知道其实

总之, 随着时间距离的增加, 体验购买比实

物购买更能了解一个人。在实际交往想象情境中

物购买的抽象、解释水平更高, 变得越来越美好,

也是如此, 当被试想象初遇某个重要陌生人的场

更让消费者感到开心和快乐。

景, 而又只可了解一件事也就是他曾经的某次购

3.2

买时, 他们更愿意选择了解他的体验购买而非实

体验与自我的联系更紧密
一个人的生活就是其人生经历的总和, 例如

物购买(Carter & Gilovich, 2012)。

求学、结婚、有孩子等, 丰富的生活经历与体验

那么, 为什么体验购买与自我关系更紧密,

造就了多姿多 彩的生活 (Van Boven & Gilovich,

则愈使人感到快乐？首先, 从记忆的角度看, 由

2003), 不仅如此, 相比物品来说, 经历与体验是

于体验与自我更为接近(Carter & Gilovich, 2012),

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Carter & Gilovich, 2012)。

通过体验获得的记忆由于自我服务偏好

Van Boven 和 Gilovich (2003)调查了 76 名成年人,

(self-serving bias)的作用而使个体保持积极的自

询问“在生活 中, 体验购买 与实物购买哪 个能更

我看法(Dunning, 2005), 并且通过活动和体验(情

好地说明‘你是谁’”, 89%的人认为体验购买对自

景记忆)探索,加深了个体对自己的认识(语义记忆)

我界定(self-defining)有更重要的作用。Carter 和

(Carter & Gilovich, 2014)。随时间的推移, 个体把

Gilovich (2012)让被试回忆过去 5 年中体验购买

体验与经历想得越来越美好, 利用记忆保护策略

和实物购买行为各 4 次, 使用一个圆圈代表一次

(memory-protecting) 来 缓 冲 自 尊 受 到 的 威 胁

购买, 将其画在标有“自我”的圆圈周围。结果, 被

(Dunning, 2005)。其次, 从认知评价的角度看, 体

试将代表体验购买的圆圈画在了离“自我”更近的

验与经历的无形和主观性使个体容易找出积极的

位置。在同一研究中还发现, 被试更愿意使用体

维度进行评价, 哪怕实际经历中出现过失望的时

验购买来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 更不愿意“失去”

刻, 个体也会利用经历的模糊性作出对自己有利

自己关于体验购买的记忆。由此可见, 体验与个

的评价。

体的自我概念、自我界定更加接近, 更加密切

3.3

(Dunn et al., 2011)。

体验购买不易引起社会比较
人们对事物的评估需要通过相互间的比较才

但对 物品 而言 就不 是 这 样。 物品 虽 然重要 ,

能完成(Gilbert, Giesler, & Morris, 1995)。体验购

也会令人愉悦, 但通常物品就是物品, 是可以脱

买比实物购买更令人快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体

离 个 体 的 客 观 存在, 与 物 品 的拥 有者 是 分 离 的,

验购买不易引起社会比较, 而且更能抵抗不利的

也无需依托个体的记忆而存在。相比之下, 一旦

社会比较, 由此可减少社会比较带来的不良影响,

进行了体验购买, 它就会成为个体记忆的一部分,

所以消 费者的 快乐水平 更高 (Carter & Gilovich,

与个体的自我概念产生联结(Klein, 2001)。同时,

2010, 2014)。

从动机的角度看, 体验更多满足人的内部目标

首先, 物品的属性决定了其容易进行比较

(intrinsic goals), 而内部目标与个体的自我发展有

(Carter & Gilovich, 2010), 比较过程使得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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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乐程度降低。例如, 购买了一件衣服后, 往往

的评估性比较(evaluative comparisons)。有研究者

会跟其他服装相比较, 比较款式、面料等。实际

指出, 获 得 一 件 物 品 本 质 上 是 不 可 独 立 评 价 的,

生活中, 购买的物品往往难以完美, 总能找出与

对其的评价是相对的, 而消费一件物品的过程是

期 望 不 相 吻合 的 地 方; 而 且 对 于 实 物 购 买 来说 ,

可以评价的, 对其的评价是绝对的, 人们往往并

与之可比之物又实在太多, 如购买一部新手机或

不 需 要 与 他 人 比 较 便 可 判 断 其 是 否 愉 快 (Hsee,

者一辆新车这些原本能够带来快乐的实物购买,

Yang, Li, & Shen, 2009)。

在看到他人拥有更好的手机、更名贵的车时, 难

3.4

免在心中产生比较, 比较的结果自然令人不快。

体验购买更能满足基本心理需要, 尤其是关
系需要

在 Carter 和 Gilovich (2010)的研究中, 让被试想像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自己的一个同伴以相同的价格买到比自己更好的

SDT), 人类有 3 种内在的基本心理需要：自主需

同 款 商 品, 一 组被 试买 到 的 商品 是笔 记 本 电 脑,

要(autonomy need)、胜任需要(competence need)

而另一组被试买到的是旅游套餐。结果显示, 买

和 关 系 需 要 (relatedness need) (Deci & Ryan,

笔记本电脑组被试报告的满意度水平要显著低于

2000)。这些需要与生俱来, 是个体生活不可或缺

旅游套餐组。

的。如果这些需要得到满足会给个体带来积极后

相比之下, 体验购买较少引起社会比较, 这

果, 而一旦缺失便会带来消极影响, 例如损害心

是因为体验是一种个人感受, 相比于物品更具独

理健康、幸福感等。因此, 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

特性和唯一性, 可比性相对小(Carter & Gilovich,

是个体快乐、幸福的基础。Howell 等(2012)证实

2010; Van Boven, 2005)。例如, 去某地旅游, 人们

了 体 验 购 买 有 利 于 心 理 需 要 满 足 (psychological

会选择不同的出行时间、路线和旅伴, 旅途中会

need satisfaction), 从 而 提 升 了 个 体 的 主 观 幸 福

遇 到 不 同 的 事 情, 也就 有 了 不同 的经 历 和 感 受,

感。研究结果显示, 低物质主义价值观引起高的

这些体验是无形的、独一无二的, 无法以统一标

体验购买倾向, 对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更高,

准进行比较和衡量, 因此不易引起比较, 从而较

使得主观幸福感水平更高; 而高物质主义价值观

少产生后悔、失落等情绪。Howell 和 Hill (2009)

引起低的体验购买倾向, 对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

通过研究发现, 社会比较与主观幸福感呈现负相

程度低, 导致主观幸福感水平较低(Howell et al.,

关, 而体验购买可以减少社会比较, 从而提高消

2012)。

费者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有研究者认为体验与经历之所以比物品更能

其次, 实物购买带来的快乐容易受到社会比

使人快乐, 是因为体验与经历过程本身就具有社

较的影响。Carter 和 Gilovich (2010)发现, 人们在

交性, 能增加人际之间的亲密程度, 有利于个体

购买后进行比较, 若发现价格降低了、同类购买

发展出成功的社会关系(Carter & Gilovich, 2014;

中有更好的选择或别人的购买比自己的更好后,

Van Boven, 2005; Van Boven & Gilovich, 2003),

实物购买的满意度被削弱的幅度更大。这是因为

更能促进 3 种基本心理需要之一——关系需要的

对于实物购买, 人们往往因为做出了某种购买行

满足, 从而有利于提升个体的快乐程度

为而后悔, 而对于体验购买, 往往因为错过它而

(Caprariello & Reis, 2013; Diener & Seligman,

后悔, 因此, 已经做出的体验购买不容易使人后

2002; Thomas & Miller, 2013)。比如外出旅游、就

悔, 相应地, 体验购买带来的满意度和愉悦也不

餐、户外活动等通常与他人在一起, 是一个共同

易受影响(Rosenzweig & Gilovich, 2012)。另一个

参与、共同体验的过程, 也是一个与人交流与交

研究(Van Boven, 2005)也证实了上述结果, 研究

往的过程(Dunn et al., 2011); 而购买物品诸如衣

者让被试想象一次失望的体验购买或实物购买,

服、餐具、电脑则一般是个人的行为, 相对比较

想象体验购买的被试更少感觉到后悔, 并且更愿

孤立。Howell 和 Hill (2009)证实了体验购买通过

意在未来做出相似的购买行为。

提升人们间的亲密程度来满足个体基本心理需要

总之, 物品具有“此时此地”的特点, 是当下

中的关系需要, 从而提升了活力(vitality), 最终提

的客观存在, 而经历是一种体验, 存在于消费者

高了个体的购买幸福感, 说明体验购买确实可以

的回忆中, 具有主观性。因此, 物品容易引发更多

通过满足关系需要让人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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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易于分享
相比于实物购买, 体验购买更容易与他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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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为当时的愉悦水平, 较少关注购买对消费者
快乐感的长期影响, 或者与购买相关的快乐感的

享, 获得他人的关注, 从而促进个体的愉悦感

长期变化(Van Boven, 2005)。已有研究表明拥有物

(Bastos, 2012; Van Boven et al., 2010)。

品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快乐, 但这种积极情绪是短

因此, 购买的分享性直接影响购买与快乐之
间的关系。

暂的(Richins, 2013); 其次, Nicolao 等(2009)认为,
随着时间的流逝, 相较于实物购买, 个体对体验

Bastos (2012)发现购买后的分享(post-purchase

购买的适应较慢, 因此体验购买所带来的快乐感

sharing)使人们更快乐, 而人们更愿意与他人谈论

的减少速度相对缓慢。此外, 尽管物品在物理形

体验购买, 是因为人们更多地把体验购买与受人

态上保持更久、物理距离上离人更近, 但它们的

尊重相联系, 认为分享经历能更多地得到他人的

吸引力因其变旧、过时而降低。相反, 体验购买

尊重, 从而获得更高的愉悦感。Bastos (2012)的研

停留在个体向他人讲述的故事中、珍藏的记忆里,

究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分享体验购买更受人尊

带 来 的 快 乐 可 能 更 为 持 久 (Carter & Gilovich,

重。无独有偶, 曾有研究者探讨了人们对实物购

2014)。因此, 今后的研究可以关注时间维度, 采

买者与体验购买者的态度差异, 结果发现, 相比

用纵向研究探索时间对购买所带来的快乐感的影

于体验购买者, 人们对实物购买者拥有更多的负

响, 以期更精确地把握购买类型在时间维度上对

面评价, 认为他们更自私、自我中心; 实物购买被

快乐感的影响机制。

认为受到外部动机驱使, 如为了获取地位、声望

4.1.2

等, 而体验购买则来自内部动机驱使, 是发自内

购买类型与快乐关系的边界条件

前人研究表明, 体验购买并非永远都比实物

心、出于自我意愿的。这直接导致人们对与实物

购买让人更快乐, 而是存在一些边界条件, 例如

购买者产生负面的刻板印象, 甚至在面对面的交

购买结果效价(Nicolao et al., 2009)、物质主义价值

流中也无法消除(Van Boven et al., 2010)。这说明,

观(Millar & Thomas, 2009)、购买价格(Carter &

实物购买被污名化了, 跟他人谈论拥有的物品很

Gilovich, 2010; Nicolao et al., 2009; Van Boven &

可能被认为是在吹嘘, 因此在公众场合, 规避与

Gilovich, 2003) 以 及 社 会 经 济 地 位 (Thomas &

物质相关的话题而更多地谈论、分享经历, 能使

Millar, 2013)。Zhang, Howell 和 Caprariello (2013)

人们更加轻松和愉快。

从自我决定理论出发, 认为只有出于自主动机

由以上分析可见, 体验购买比实物购买产生

(autonomous motivation)而进行的体验购买, 才能

更多快乐这一现象可以通过多种机制来实现, 这

更多地满足基本心理需要, 从而提升幸福感; 而

些机制可以同时在不同层面上发挥作用, 并行不

出 于 受 控 动 机 (controlled motivation) 或 无 动 机

悖。今后随着研究的推进, 或许还会发现更多导

(amotivation)支 配 的 体 验 购 买 , 基 本 心 理 需 要 的

致体验购买让消费者更加快乐的心理机制。

满足程度相对较低, 愉悦感也较低。也就是说, 一

4

未来研究展望

定程度上, 体验购买是否能够提升消费者的快乐
程度依赖于体验购买的动机。这或许是另一个可

综上所述, 当前有关体验购买与实物购买的

能的边界条件, 未来研究应予以重视。Zhang 等

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研究内容包括体验

(2013)同时开发了体验购买动机量表(Motivations

购买与实物购买概念的界定、测量、与快乐的关

for Experiential Buying Scale, MEBS), 包含自主

系以及这种关系的理论解释等方面。不过, 总体

动机、受控制动机和无动机三个维度, 量表共 20

上相关研究仍然缺乏, 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有

题, 7 点计分。该量表将体验购买动机量化, 具有

待于研究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研究者未来至少

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工具。

4.1

购买类型对快乐程度的影响

4.1.1

购买类型对快乐感的长期影响

除此之外, 还可以进一步探讨是否存在其他
边界条件, 例如当分别以不同解释水平——概括

以往 研究 常让 被试 回 忆 或想 象曾 经 的购买 ,

抽象与具体形象的方式回忆或描述两种购买时,

然后再报告对这种购买的快乐程度, 因此所测量

“体验优先”现象是否依然存在？又如当个体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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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心理需求层次时, 两种购买给个体带来的快

同时, 正在兴起的消费者神经科学(consumer

乐会否产生变化？因此, 今后的研究还需要从多

neuroscience)提出利用神经生理学技术来研究解

种角度来深入探讨影响体验购买、实物购买与快

释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如消费偏好、消费决策等

乐关系的因素。

(Hubert & Kenning, 2008)。这为本领域研究打开

4.1.3

购买类型对不同取向幸福感的作用

了新思路, 今后可以使用眼动(eye tracking)、功能

目前关于幸福感的研究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的

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等从脑与神经机制层面探

幸福感：享乐取向的幸福感(hedonia)和意义取向

索不同购买类型的动机及其与消费者快乐水平的

的幸福感(eudaimonia)。前者关注个体当下的快乐;

关系。

后者关注个体未来的自我实现(Baumeister, Vohs,

4.3

购买类型与快乐感关系研究在国内的开展

Aaker, & Garbinsky, 2013)、自我成长和跨时间的

我国目前正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幸福社会,

主观幸福感(Bauer, McAdams, & Pals, 2008), 常用

其中, 满足民众的基本生活、提高民众幸福感是

的核心概念为成长性(growth)、真实性(authenticity)、

关键。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 民众手中可以

意义(meaning)和卓越(excellence) (Huta & Waterman,

自由支配的钱不断增多, 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

2013)。以往在研究购买类型对购买幸福感的影响

近年来国内更出现了“未富先奢”的现象, 部分民

时, 只关注消费者的情绪层面, 即快乐, 采用的

众表现出对奢侈品等物质的毫无节制的追求, 这

是享乐取向的幸福感, 认为相对于实物购买而言

种不合理的消费方式造成了铺张浪费、奢靡成风

体验购买能带给个体更多购买的愉悦。在现实生

的不良社会风尚。因此, 引导民众合理消费是提

活中, 消费除了带来情绪上的快乐之外, 还会带

升民众幸福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具有深刻的

来其他体验。例如研究发现人们倾向把体验购买

社会意义。

纳入自我, 感觉体验购买和自我联结更紧密(Carter

国内可以借鉴西方已有的购买类型与快乐感

& Gilovich, 2012; Howell & Hill, 2009), 这就涉及

的研究, 在观察分析民众消费行为的基础上, 进

到了意义层面, 而不仅仅是愉悦感。因而, 今后可

行民众的购买类型偏好, 不同购买类型的购买动

以尝试加入意义幸福感作为因变量, 探讨体验购

机, 购买类型与民众快乐感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

买和实物购买所带来的幸福感的成分问题, 即是

机制等方面的本土化研究。与此同时, 更需要将

否的确由享乐幸福感和意义幸福感组成, 以及不

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 进行消费者教育, 建议及

同类型购买在不同幸福感成分上强度的差异, 从

时普及研究成果, 深化消费者对消费方式及其与

而更全面地考察两种购买方式为消费者带来的心

自身快乐关系的理解; 加强媒体宣传, 倡导理性

理功能。

消费而非一味追求物质拥有的观念; 重视儿童青

4.2

少年消费教育, 培养个体积极健康的消费意识。

现有研究范式的改进
现有研究中, 绝大多数采用回忆或者想象范

从而使得民众培养一种更能提升快乐与幸福的消

式启动被试的体验购买和实物购买。这种研究范

费方式：多一些体验购买, 少一些实物购买。

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例如时间上的滞后, 且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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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tial Purchases, Material Purchases, and Happiness:
An Introduction
JIANG Jiang; XU Feng; ZENG Taoran; XU Yayi
(School of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Experiential purchase refers to the purchase aiming to get life experience, while material purchase
is defined as the purchase made to acquire material possession. These two types of purchase influence
individuals’ happiness to different extents, such that compared with material purchase, experiential purchase
is more likely to make people happy. This difference is out of five potential reasons: unlike material,
experience will become better and better as time goes by; there is a stronger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erience
(vs. material) and self; experience is less likely to involve in social comparison than material; experience
can fulfill individuals’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especially the relatedness needs; experience is easier to be
shared than material. Despite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these two types of purchase, there still are some
under-researched topics for future research: a) the long-term impact of different purchase types on individuals’
hedonic well-being and eudaimonia, as well as the applicable conditions of “experience recommendation”; b)
improving the extant research paradigms, such as retrospection and imagination,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ecological validity of the study; c) conducting the indigenous studies on these two types of purchase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happiness under the Chinese context.
Key words: experiential purchase; material purchase; happi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