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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不虛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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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引引引言言言言    
 
 
香港是一個商業繁華的大都市，從事商業當然少不了在自己的鋪位前掛上或樹立起
一個醒目的大招牌，以說明自己所買的貨品或證明自己屬於某個品牌。因此，當你
走在香港的街道上，抬頭仰望，便不難發現密密麻麻的招牌懸在半空，一到夜晚，
就造成了五光十色的街景，這也成為香港的本土特色之一。 
     
即使如此，不過，很少香港人會去留意，甚至記得招牌的名字。所以，很多商人都
會為招牌改名字而費煞思量，究竟什么樣的招牌名字才能吸引顧客呢？就是因為有
了這樣一個問題，街道上和商場中不斷湧現出古靈精怪，膾炙人口和令人難忘的招
牌名字。而當中有很多的商鋪財源廣進，生意興隆，靠的就是那個過目難忘的招牌。 
     
這次，我們研究的正是消費與招牌的關係。你會否因為招牌有特色而進店消費呢？
還是因為只是喜愛店鋪的貨品而進店消費呢？而你又會喜歡什么類型的招牌呢？有
明確指示的？得意可愛的？還是一見難忘的？作為店主，又該如何去利用招牌的優
勢去吸引更多的顧客呢？  
      
抱著這一系列的問題，我們會進行問卷調查，並詳細分析箇中的緣由，從而得出結
論。 

    



    
 

問卷分析問卷分析問卷分析問卷分析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1111：：：：    
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    
 

設計特色設計特色設計特色設計特色    

 

據 30 份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一半的消費者表示會因為店鋪招牌具特色而進店消

費。但仍然有 43%的消費者的消費行為不會受到招牌而影響，主要針對店裏所賣的

貨品而做出消費決定。這說明招牌的設計特色不足以影響大部分的消費者的消費決

定。 

 

男女有別男女有別男女有別男女有別    

 

不同的消費者對於招牌的各種不同特色也表現出不同的偏好。根據調查，年齡層介

乎 15 至 30 歲之間的消費者，較傾向於喜歡具明星效應，搞笑，有噱頭以及招牌設



計精美這幾方面的特色。而這類的消費者當中，女性消費者更傾向於招牌設計精美

以及明星效應。而男性消費者更喜歡搞笑和有噱頭的招牌特色。由此現象可知，若

消費對象主要針對女性的情況下，在招牌的設計方面，可著重於設計精美以及明星

效應。而若消費對象是男性的話，招牌的設計可傾向於搞笑和有噱頭這方面的特色

塑造。因此，這樣較能夠抓住消費者的喜好，從而促進消費量。 

 

簡潔明確簡潔明確簡潔明確簡潔明確    

 

年齡層介乎 31 歲以上的消費者，佔最大比例是明確指示這一特色。其次是招牌有意

頭。從這兩項特色可得知，31 歲以上的消費者的消費心理。故此，若消費對象是 31

歲以上的顧客，招牌的設計可考慮從這兩方面入手抓住消費心理。 

 



僱主：僱主：僱主：僱主：    
 

有噱頭有噱頭有噱頭有噱頭    

 

根據收集回來 30 份問卷當中,假若受訪者是鋪主,有 30%會選擇一個有噱頭的店名以

吸引更多顧客光顧,當中的原因是因為店名是給顧客的第一個印象,店名的好壞足以

影響顧客會否入內購物。有噱頭的店名可以讓人留下深刻的記憶,大多數消費者購物

都是由朋友介紹,有噱頭會增加向朋友推介去購買的機會,例如:「3三衫」。 

 

意頭意頭意頭意頭    

 

其次最多人選擇的是有意頭,約有 26.6%。因為在中國的傳統中,改名字是十分重要的,

名字的好壞會影響到將來的運程,成敗得失有人會歸咎於店名不夠意頭,引致營業額

不太好,這是受到中國人傳統比較迷信的思想影響。 

 

另外,名字是店鋪的代號, 一個有意思,有意頭的店名會值得顧客欣賞和尊重,而且大

多數的人看見一個有意頭的名字會較開心,因為意頭可以代表吉祥,與成功接近等等

的意思,購買時自然會買得開心。 

 



名字名字名字名字    

 

有不少的店鋪，是取鋪主的姓氏、名字等。例如：陳記、老黃等。中國人最念的是

「家」，有些做的更是家族生意，父傳子、子傳孫。 



店舖會改什麼類型的名字店舖會改什麼類型的名字店舖會改什麼類型的名字店舖會改什麼類型的名字

以吸引更多顧客?以吸引更多顧客?以吸引更多顧客?以吸引更多顧客?
有噱頭

搞笑

明星效應

設計精美

有意頭

 

最吸引顧客的店名最吸引顧客的店名最吸引顧客的店名最吸引顧客的店名3 3
97

8 有噱頭

搞笑

明星效應

設計精美

明確指示

 

不能吸引顧客的店名不能吸引顧客的店名不能吸引顧客的店名不能吸引顧客的店名

有噱頭

搞笑

明星效應

設計精美

明確指示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2222：：：：        ────設計精美設計精美設計精美設計精美    
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 : : :     

      
 
HanapepeHanapepeHanapepeHanapepe    
 
招牌吸引的地方之一就是設計精美了。想像一下,如果你是消費者,逛街時見到一間店舖設計得美輪美奐,十分獨特新潮,好感度自然大增,購買意欲也大大增加。所以招牌設
計精美是吸引消費者的其中一個好方法。 
 
以上圖片”Hanapepe”是夏威夷上的可愛島哈納佩佩,從中可以知道這店舖應該是售
賣可愛的少女時裝。以上店舖設計精美, 招牌採用立體字,顏色充滿著民族色彩,而且
在平凡中帶點不平凡,很獨特。 
 
從女性消費者的角度來看,她們對可愛的設計是十分受落的,進入店舖的機會一定大增。可見,這間店舖的設計很懂得去捉消費者的心理。 



────設計精美設計精美設計精美設計精美    
僱主僱主僱主僱主::::    
    

 
 

二人館二人館二人館二人館    
 

這間店舖設計也很精美, 招牌不但採用立體字, 更用了黑白對比的技巧, 所以「二

人館」三個字非常突出, 十分吸引途人, 走在街上, 這招牌也是顯而易見的。再者, 

旁邊有兩隻很胖的熊貓, 也是黑白色的,作襯托的功能更是一流。 

 

 

 



 

 

 

 

 
────設計精美設計精美設計精美設計精美    
僱主僱主僱主僱主::::    
    

 
    

PUDDINGPUDDINGPUDDINGPUDDING    
 
充滿著少女色彩的”PUDDING” 設計相當精緻,招牌色彩突出之外,而且有很多花紋圍
著招牌四周,十分用心設計。另外,招牌大得很,加上”PUDDING” 這個名字容易記得。
僱主懂得捉著時下青少年的心態,抉因為粉紅色也是青春少艾很喜愛的一種顏色,所
以少女們走在街上是很容易被吸引,而這也是會增加她們的消費意欲, 僱主自然會收
入上升。 
 



────設計精美設計精美設計精美設計精美    
僱主僱主僱主僱主::::    
    

    

 

butter can flybutter can flybutter can flybutter can fly    
 

這店舖招牌名為「butter can fly」,設計簡約得來又很特別,看得出是經過一番精心設

計的。因為僱主把招牌蝴蝶的英文---BUTTERFLY,改為「butter can fly」,非常有趣。 

而且在白色背景的襯托下,更顯其清麗, 設計特別之餘,又不會太浮誇,令人印象深刻,

並久久不忘。因此,僱主真是在招牌設計方面到具心思,這對一些喜愛簡約卻精心設計

的人們來說,必定會入購物。 

    



────明星效應明星效應明星效應明星效應    
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 : : :             

 
    

    

角褲城角褲城角褲城角褲城    
 

明星效應明星效應明星效應明星效應亦是部分店主取店名的其中一個因素, 就好像左圖所示, 店主有可能因為

喜歡某位著名歌手明星, 加上她售賣的是內衣褲, 於是就會忽發其想, 以「角褲城」

作為店名, 而剛好店名的諧音是郭富城, 因此, 當消費者看到這個獨特有趣的名字時, 



會被它吸引而進店消費。有些消費者可能對招牌名稱的由來感興趣, 於是會進店內問

店主為何要取這個名字, 店主可藉以這個話題拉近與消費者的關係, 鼓勵他們於店

內消費, 而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亦較易向店主議價, 這樣就能互惠互利了。



────明星效應明星效應明星效應明星效應    
店主店主店主店主:        
 

  

 
某些店舖會以諧音代替一些著名的歌星明星名字, 例如上圖所示的「粥絕倫」暗示是

台灣當紅歌手周杰倫, 「留得華」代表香港明星劉德華。店主故意用諧音來取代明星

的名字, 原因是這些明星的名字家喻戶曉, 而且他們的支持者亦眾多, 因此會吸引消



費者的目光, 令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甚至會有這些明星的支持者冒名而來。店主是

基於這個原因帶來的利益, 所以才用明星的名字當作店名。除此之外, 部分的店主還

會發揮創意, 以明星的故事作為推銷產品的口號, 左上圖便是一個例子。 



────有噱頭有噱頭有噱頭有噱頭////有意頭有意頭有意頭有意頭    
僱主僱主僱主僱主::::    

 

 

添衣無縫添衣無縫添衣無縫添衣無縫    
 

這個招牌用了諧音的特色，不僅表達出貨品的特色，還從招牌中傳達出完美的含義，

可謂創意十足。店主用這個招牌作為店名，讓消費者不經對這招牌感覺有意思，從

而因為喜歡招牌的創意，令消費者對其貨品有了興趣，就加強了消費者購買的意欲。

因此，從店主的角度，這樣有噱頭的招牌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店主銷售貨品，從而促

進銷售量。



────有噱頭有噱頭有噱頭有噱頭////有意頭有意頭有意頭有意頭    
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 

 

    
 

3333 三衫三衫三衫三衫    
 

在消費者的角度上，這個招牌讀來具有意思。不僅讓消費者很清晰知道這是一家賣

衫的店，而且三這個數字也可體現出是買童裝的。這個招牌不僅給消費者以明確指

示，在創意上也很獨特。因此，消費者對這招牌的第一印象也會不錯，從而增加消



費者的購買欲。    
    
    
    
────有噱頭有噱頭有噱頭有噱頭////有意頭有意頭有意頭有意頭    
僱主僱主僱主僱主：    

    
 

吉祥吉祥吉祥吉祥    
 



從店主的角度來看，這個招牌具有意頭的好處，從吉祥二字可得知。在中國的傳統

思想裏，有意頭的字和物品等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不言而喻，起到一種保佑和祈

福的作用。能令其生意蒸蒸日上，財源滾滾等好的意頭。因此，店主用此招牌的用

意就是在於此。    
    



────有噱頭有噱頭有噱頭有噱頭////有意頭有意頭有意頭有意頭    
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 

    

    
 

型仔屋型仔屋型仔屋型仔屋    
 

這個招牌具搞笑的特色，也令消費者有種親切感。甚至抓住消費者的消費心理，想

一探究竟有多型仔。因此，這招牌有可能打中消費者的心頭號，同時增加了消費者

的消費興趣。故此，招牌能夠抓住消費者的心理是能吸引消費者的重要指標。可見

招牌在某程度上有助消費者做出消費決定。    



    



────搞笑有趣搞笑有趣搞笑有趣搞笑有趣    
僱主僱主僱主僱主：    
    

    
 

糖百府糖百府糖百府糖百府    
 

要使顧客在購物完畢後有一種快樂的感覺和再次光臨,除了優質的產品和殷勤的服務

態度外,店舖的名字也十分重要,因為招牌掛在店舖門口正中央的位置,即使站在較遠

的位置也能清楚看見,相比售賣的貨品更容易接觸顧客,站在店舖的最前線,所以要吸

引更多顧客入內選購,店名一定要特別和創新,才能拉攏更多沒有打算購物的客人入



店內逛,店內有一定的人流是提高生意額的首要目標,因此一個搞笑獨特的名字是必

要的,顧客會感到這間店舖有趣和好奇售賣什麼產品,更會推薦給其他朋友    
    
    
    
────搞笑有趣搞笑有趣搞笑有趣搞笑有趣    
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    

    

 



    
加菲貓加菲貓加菲貓加菲貓    
一般人都會有好奇心,包括遇到新事物,看見一間店舖新開張也會特別留意售賣什麼

貨品,站在消費者的角度來看,一個搞笑的招牌是不可缺少的,大多數的人對名字比較

大反應,當店舖的名氣日漸增長,會吸引更多未曾光顧的客人,在收集問卷當中,受訪者

大多數都是慕名而去光顧,特別是飲食業,人總是喜歡品嚐新的食物,由於資訊不完全

的關係,會依靠朋友的介紹和網上的搜尋,因此一個具搞笑成份的名字能夠使人容易

記得和推薦給其他人嘗試 

結結結結論論論論    
1.1.1.1.    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消費者::::    
 
外表外表外表外表////實際需要實際需要實際需要實際需要    
    
總結而言, 有 43%的消費者是不會受到店舖招牌而進內消費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較留
意店舖內的產品, 不會受招牌的各種不同特色而被吸引住,是一群比較理性和實在的
消費者。而有 57%的消費者是會被招牌吸引而影響其消費行為及入內購物,因為招牌
設計和名稱是會影響他們的消費意欲, 而搞笑,有噱頭和設計精美獨特的招牌也會增
添購物的樂趣。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消費者大致分為兩個年齡層,分別是 15-30 歲(較年輕)和 31 歲以上(較成熟)。較年輕
的消費者都會因為店舖招牌的明星效應,搞笑,有噱頭以及招牌設計精美這幾方面而
進內消費,較為著重表面的特色。而這類的消費者當中，女性消費者更傾向於招牌設



計精美以及明星效應,男性消費者則喜歡搞笑和有噱頭的招牌特色。較成熟的消費者
較為著重招牌明確指示這一特色, 因為在他們心中,店舖內售賣的產品及質素才是最
重要。招牌只需做到指示的角色已可以,過於花巧反而不太好。 
                                                                                                                                                                     
所以,不同年齡層的消費者是會因應各種不同的招牌特色而有著各類的原因而進內消
費。 
 



結結結結論論論論    
    
2.2.2.2.    店主店主店主店主::::    
 

印象深刻印象深刻印象深刻印象深刻    
 

總括以上有關店主對店舖取名的原因分析, 大部分的店主為店舖取一個有噱頭的店

名, 原因主要是希望可以為消費者留下深刻的第一印象, 店名容易記, 才可以廣泛傳

播, 當消費者要向親朋好友介紹自己光顧過的店舖時, 都可以即時說出名字來, 而不

是令人想了半天也叫不出名字。 

 

個性設計個性設計個性設計個性設計    
 

店主會認為, 一個好的店名除了會影響消費者對其店舖的印象之外, 亦要配合招牌

的設計, 店主要發揮創意, 將自己的招牌設計得有個性點, 或色彩豐富一點, 都可以

吸引消費者的注目, 其後消費者才會考慮會否進店內購物。其實於香港的店舖數目繁

多, 消費者逛街購物時, 大多都是沒有鎖定到哪間店舖買東西的, 他們最多只會冒名

而去, 或者看到哪間招牌比較吸引, 店名較為特別而進入選購。於是, 對店主來說, 



在命名店名時, 確實要花不少的心思, 構思如何將店名置入消費者的腦內, 用招牌吸

引他們的眼光, 然後進店消費。  

    



感感感感想想想想    
一．一．一．一．    印象深刻印象深刻印象深刻印象深刻    
 

每次逛街我都很少會留意店舖的招牌, 只有在店舖尚未開門做生意前, 偶然經過才

會看一看, 因為這時店外沒有擺放任何貨物, 感覺招牌才清晰可見。我還記得有一次

經常荃灣某商場, 其中有一間內衣店名為「角褲城」, 我看見後, 不禁笑了出來, 心

想店主太有想頭了。當我們組員以招牌作為這次消費文化報告的題目時, 我腦海立刻

浮現出「角褲城」三個字, 因為印象實在太深刻了。 

 

這次文化報告, 我們組拍攝了幾十張店舖的招牌, 發現很多店名都很著重設計和創

意。其後, 我們又派發問卷訪問消費者和店主對店名的意見。搜集完資料之後, 我們

開始整合資料, 大家分工合作, 很快便能完成整份報告了。透過今次的報告, 我們組

都說對店名來源了解多了。對我來說, 我不會被有趣或設計化的招牌吸引進內消費, 

而是會偏向依著店舖的口啤和產品質素選擇消費。今次的研究可謂十分有趣, 我們在

搜集資料和整理報告時亦不感到有壓力, 反而樂在其中。 

 

二． 樂在其中樂在其中樂在其中樂在其中 
 



通過這次調查，我明白到觀察周圍事物的重要性。平時不會特別細心留意店鋪的招

牌，而藉此機會，我才察覺到一些店鋪的設計都頗具特色，以及能夠理解到鋪主背

後的一番心思。在我們消費的同時，不妨常以一種欣賞的態度去量度我們周圍的事

物，或許會從中得到不一樣的體驗。消費也是一種生活態度，要懂得從消費中學習

生活的態度，凡事多觀察，多欣賞。不僅能給自己帶來豐富的經驗閱歷，也能夠讓

生活變得更積極。 

    



三．三．三．三．    新鮮新鮮新鮮新鮮    
 
經過這一個專題研習,我認識了很多招牌的名稱,有的搞笑,有的具噱頭,例如「糖伯府」,
「3 三衫」等等。各種不同的招牌特色都會吸引不同的消費者,我也是其中一個。因
為我很多時逛街,都會被一些有趣的店舖名稱深深吸引住,之後入內消費。 招牌設計
精美, 具噱頭和明星效應更會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若日後再想去消費,起碼也會記得
其名字。 
 
我覺得這次研習的題目十分新鮮及有創意,研究招牌的名稱會否吸引人們進內消費,
以及吸引什麼年齡層的人。而我負責搜集資料和結論的部分, 搜集資料令我知道更多
各色各樣招牌及其特色,結論則使我明白到較年輕的消費者會因為店舖招牌的明星效
應,搞笑,有噱頭以及招牌設計精美這幾方面而進內消費, 較成熟的消費者較為著重招
牌明確指示。這次專題研習使我學會很多事情,也掌握了更多搜集資料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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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長：組長：組長：組長：張日星張日星張日星張日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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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秀萍黃秀萍黃秀萍黃秀萍    



                                                                莊淑儀莊淑儀莊淑儀莊淑儀    
    
    

----完完完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