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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人们拥有了越来越多

的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相当的一部分被用于追

求更好的生活，获得满足、愉悦和幸福感。著名的伊

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提出，当收入的增长

达到一定水平时，幸福感将呈现平缓的变化，不再随

着收入的升高而升高 [1]。有研究者指出，这是因为

金钱虽然是通往幸福的途径之一，但人们并没有学

会正确地使用金钱，不懂得如何通过金钱获得幸福
[2]。究竟要如何合理使用自己的可支配收入，才能

获得更多幸福感呢？在消费领域中，研究者们给出

了一种可能的策略，即用余钱多进行体验购买(expe⁃
riential purchase)。

根据消费者的购买目的，Van Boven和Gilovich[3]

提出了实物购买(material purchase)和体验购买两种

购买方式。实物购买目的在于获得物质类商品，即

可以作为个人的财物保存起来的，如衣物、饰品、手

表等；体验购买的购买目的是获得某种生活体验，是

人们生活中经历的一件或一系列的活动或事件，如

看电影、听音乐会、旅游等。因此，实物购买强调“保

存与占有”，得到的物品是有形的，可以保存相对长

的一段时间，而体验购买强调“过程与经历”，消费者

在体验购买时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去享用，留下的

是关于活动的无形的记忆[4]。

Van Boven和Gilovich[3]关于购买类型与幸福感

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相比于实物购买，体

验购买能给消费者带来更高的幸福感。例如，研究

者采用随机拨电话号码的方式对美国1279名21~69
岁之间的民众进行了电话访谈，让受访者回忆在过

去的人生中“为了提升自己的幸福感”而做过的一次

实物购买和一次体验购买，接着回答问题：“当回忆

起这两次购买时，哪一个更能让你感到快乐？”在给

出答案的1263名受访者中，有57%的受访者认为过

去所做的体验购买令自己更快乐，只有 34%的人认

为实物购买令自己更快乐。之后更多的研究致力于

探讨这个现象，结果大体上趋于一致，即体验购买能

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积极情绪 [5，6]、快乐 [7]和更持久

的关系满意度[8]。

研究者还关注购买类型与幸福感的关系是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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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其它一些因素的影响，物质主义(materialism)是
其中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物质主义是一种强调拥

有物质财富重要性的个人价值观 [9]，那么对物质主

义者来说，是否实物购买对幸福感的影响会凌驾于

体验购买之上？Millar和Thomas[10]的研究发现，物质

主义是购买类型与幸福感关系中的调节变量：对于

实物购买来说，高物质主义者比低物质主义者从中

获取更多的幸福感，但对于体验购买来说，物质主义

程度并不影响其与幸福感的关系；无论物质主义程

度高低，体验购买带来的幸福感总是高于实物购

买。而Nicolao等 [11]则认为物质主义在购买类型与

满意度间发挥着不同的调节作用：低物质主义者对

体验购买更满意，而高物质主义者对二者的满意度

无差异。不过，另有研究表明物质主义在购买类型

与幸福感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12]。因此，关

于物质主义对购买类型与幸福感关系的影响至今未

有定论，值得进行深入探讨。

购买类型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开展至今，经过

了十余年时光，国外相关的研究还不够丰富，研究结

果虽然大体上趋于一致但仍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对

于二者关系的影响因素还有很多可供挖掘的地方。

近年来国内频频出现不合理消费与奢侈消费现象，

民众消费理念狭窄，急需树立新的消费风尚。本研

究针对这种社会现实，从购买类型入手，采用回忆范

式和启动范式探讨购买类型与幸福感的关系在中国

民众中的体现，以及物质主义在其中的作用。

1 研究1 回忆真实购买经历

1.1 被试

某大学98名学生参与了本次调查，剔除对题目

理解有误、作答不符合要求的被试 13人，剩余有效

被 试 85 名 ，有 效 率 86.73% 。 其 中 男 性 15 人

(17.65%)，女性70人(82.35%)；年龄范围18~23岁，平

均年龄20.73岁(SD=0.96)。
1.2 研究过程

采用纸笔测验的形式在课堂集体施测。要求被

试自由回忆某次购买行为，可以是实物购买，也可以

是体验购买，并尽可能详细地描述。指导语如下：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通过消费来使自己快乐。有

时是买有形的物品，如漂亮的衣服、精美的饰品、心

仪已久的相机、新款的手机等等；有时，我们会选择

花钱去获得某些愉快的经历，比如出去旅游看看外

面的世界、看一场最新的电影、与朋友出去唱K、吃

一顿大餐等。你还记得某一次为了获得快乐而花钱

的事吗？请简要描述它，如果是有形的物品，请简要

写出它是什么，它有什么特点，你喜欢它的原因等；

如果是经历，请简要写出它的过程，例如和谁一起，

令你印象深刻的场景等等。”回忆结束后，让被试报

告与购买相关的幸福感，完成物质主义量表，并填写

性别、年龄等基本人口统计学信息。

1.3 测量工具

1.3.1 幸福感的测量 采用Van Boven和Gilovich[3]

编制的问卷对被试从购买中获得的幸福感程度进行

测量。问卷共 4题，包括“当你想起它的时候，你觉

得它让你感到有多快乐？(1=非常不快乐，7=非常快

乐)”，“你觉得它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你的幸福感？

(1=完全没有，7=非常大)”，“在多大程度上，你觉得

为它所花的钱是值得的？(1=完全不值得，7=非常值

得)”，“在多大程度上，你觉得为它花的钱一点也不

值得，而应该花在其它地方？(反向计分题)(1=完全

不同意，7=完全同意)”，总分越高表示幸福感越高。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6。
1.3.2 物质主义的测量 采用Richins[9]编制的物质

主义价值观量表(Material Value Scale)，共 9题。采

用 5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

意”，总分越高表明物质主义水平越高。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5。
1.4 结果

1.4.1 对被试回忆内容的分析 问卷回收后，由两

名熟悉购买类型的心理学专业硕士各自根据被试填

写的购买和描述的内容进行分类：实物购买或体验

购买，之后对存有争议的项目进行讨论，最终确定所

有购买的购买类型。结果表明，53人(62.35%)回忆

并描述了体验购买，32人(37.65%)回忆并描述了一

次实物购买，χ2=4.25，P<0.05。卡方检验结果显示，

回忆体验购买的被试显著多于回忆实物购买的，也

就是说，让被试自由回忆时，体验购买更容易被想

到，可见被试对体验购买的印象更为深刻，更倾向于

从记忆中提取体验购买并进行描述。

1.4.2 不同购买类型带来的幸福感差异比较 对

实物购买组与体验购买组被试的幸福感进行平均数

差异检验，结果发现，两组的幸福感水平差异显著，

具体而言，体验购买组的幸福感水平(M=6.10，SD=
0.80)显著高于实物购买组(M=5.74，SD=0.70)，t(83)=
2.09，P=0.04，d=0.48。
1.4.3 物质主义对购买类型与幸福感关系的影响 为

检验物质主义在购买类型与幸福感的关系中是否存

在调节作用，将购买类型(实物购买编码为-1，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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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编码为 1)、物质主义水平(M=3.15，SD=0.48)、购
买类型与物质主义交互作用项依次纳入回归方程，

结果显示，物质主义对二者关系并无调节作用(β=-
0.64，P=0.37)，这说明，体验购买组被试的幸福感水

平高于实物购买组，而且不受物质主义的影响，即无

论个体的物质主义水平高或低，体验购买都比实物

购买带来更高的幸福感水平。

为进一步验证购买类型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以及物质主义在此关系中的可能调节作用。研究2
根据 Carter 和 Gilovich[12]的研究范式，采用材料启

动，即让被试阅读对同一个界限模糊的购买进行不

同描述的文字材料，操控被试对其的关注点，引导被

试关注该购买的保存价值或体验价值，从而引出被

试的实物购买或体验购买视角。

2 研究2 启动虚拟购买经历

2.1 被试

北京某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学生85名，剔除规律

作 答 被 试 2 名 ，剩 余 有 效 被 试 83 名 ，有 效 率

97.65% 。 其 中 男 性 17 人 (20.48% )，女 性 66 人

(79.52%)；年龄范围23~43岁，平均年龄28.17岁(SD=
4.66)。
2.2 研究过程

把被试随机分为两组，给予他们同一个购买的

不同描述，其中一组的阅读材料启动被试对该购买

的拥有感，引导其视之为实物购买；另一组的阅读材

料启动被试对该购买的体验感，引导其视之为体验

购买。指导语具体如下：

实物购买组：“假如你购买了一台单反相机，这

是目前市面上比较高端的一款机子。机身采用金属

和高级合成材料，华丽而大气，还可以防水防尘防撞

击。同时设计也非常精巧，丝毫不觉得笨重，一眼看

上去就知道身价不菲。此外这台机子采用了最先进

的感光技术，感光灵敏，可以快速对焦、连拍。出门

时你总是带着它，很多人都羡慕你有这样一台相

机。”

体验购买组：“假如你购买了一台单反相机，它

能拍摄出清晰美丽的画面，你用它记录下身边很多

的风景和事物，把生活中最精彩的瞬间保存在相册

中，每次翻看时都回味无穷。出门时你总是带着这

台相机，它陪你走过很多开心和失落的日子，已经是

你不可分离的伴侣，很多人都羡慕你有这样一台相

机来陪伴和记录自己的生活。”

让被试根据材料想象自己购买了这样一台单反

相机，并评估这次购买带给自己的幸福感水平，随后

填写物质主义价值观量表，报告性别、年龄等人口统

计学信息。

2.3 测量工具

幸福感和物质主义的测量工具同研究 1，在本

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4和0.77。
2.4 结果

2.4.1 购买类型与幸福感的关系 对两组被试通

过不同材料启动后体验到的幸福感水平进行平均数

差异检验，结果显示，两组被试的幸福感水平差异显

著(t(81)=2.83，P<0.01，d=1.28)，体验购买组(M=5.44，
SD=1.01，n=40)的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实物购买组

(M=4.78，SD=1.10，n=43)。
2.4.2 物质主义对购买类型与幸福感关系的影响 为

检验物质主义是否对购买类型与幸福感的关系存在

调节作用，将组别(实物购买组编码为-1，体验购买

组编码为 1)、物质主义水平(M=3.00，SD=0.58)及二

者交互作用乘积项纳入回归方程，结果显示，交互作

用项不显著(β=0.10，P=0.86)，意味着物质主义对购

买类型与幸福感的关系无调节作用。这表明实物购

买与体验购买对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不受物质主义水

平的影响，体验购买比实物购买带来的幸福感水平

更高，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果。

3 讨 论

研究1和研究2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了体验购买、

实物购买与消费者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研

究1直接考察了生活中不同购买类型与幸福感的关

系，研究 2考察了同一购买被定义为不同购买类型

时带来的幸福感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

体验购买的印象更深刻，更容易回忆起来。但无论

是回忆曾经有过的购买行为(研究1)，还是想象可能

拥有的购买(研究2)，体验购买都比实物购买更能带

给个体幸福感，此结果是稳定的并且与以往美国被

试的研究结果一致 [3，6，8]，说明无论是中国消费者还

是美国消费者，体验购买带来的快乐与幸福超过实

物购买。Nicolao等 [11]把上述现象称为“体验优先”

(experience recommendation)，意思是人们把钱花在

体验与经历上会比花在物品上获得更多快乐。在这

里，幸福指的是一种主观幸福感，一种享乐取向的幸

福感。鉴于幸福感的分类众多，例如意义取向的幸

福感和享乐取向的幸福感；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

和社会幸福感[13]，购买类型与其他种类幸福感之间

的关系是否与上述结果一致，这个问题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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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类型与幸福感的关系是否恒定，以往研究

围绕物质主义这一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争议。一些

研究认为物质主义在购买类型与满意度间起到调节

作用，例如高物质主义者对实物购买的满意度更高
[10]，低物质主义者对体验购买更满意[11]；也有研究认

为消费者的物质主义水平在购买类型与幸福感的关

系中不存在调节作用 [12]。本研究的结果与后者一

致，即体验购买、实物购买与幸福感的关系是相对稳

定的，不受物质主义水平的影响。也就是说，不论消

费者的物质主义水平高还是低，由于体验购买而带

来的幸福感水平总是高于实物购买。

综合本研究与国外研究结果来看，体验购买比

实物购买更能使人快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

象？研究者认为这或许是体验推着时间的推移而变

得越来越美好[3]，体验购买易于分享[14]，不容易引起

社会比较 [8]且能满足消费者的基本心理需要 [3]。虽

然已有上述研究来阐述购买类型与幸福感的机制，

但今后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来厘清这个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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