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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故事打造品牌：一個分析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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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彙整故事管理、敘事研究、打造品牌等方面文獻，闡述說故
事為何有助於打造品牌，並為未來之經驗性研究，提供一個分析架
構，以分析產業界如何應用說故事的方式來打造品牌。此分析架構涵
蓋三個構面：一、以說故事打造品牌時，說的是什麼故事？二、以說
故事打造品牌時，誰在對誰說故事？三、以說故事打造品牌時，應該
如何說故事？可以如何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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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說故事（storytelling）近年來在企管領域甚為熱門。當企業管理邁向知識管理
的紀元，管理學界與企業界紛紛開始倡議「故事管理」（story management）。
「故事管理」的主張是，企業組織應該善用說故事的方式來進行組織內外的溝通，
提高組織的向心力，促進組織的營運效能（Brown, Denning, Groh & Prusak, 2005;
Denning, 2001, 2005; Loebbert, [2003] 2005; Simmons, [2001] 2004）。具體而言，企
業組織的領導者可藉由說故事來介紹自己、引發行動、傳達價值觀、促成眾人合
作、分享知識、平息謠言、帶領人們邁向未來（Denning, [2004] 2005）。故事管理
觀念的興起，使得企業的經營方式與策略被重新概念化成「組織的故事」
（organizational stories），強調「管理就是說故事」（Denning, 2005; Schultz, Hatch
& Larsen, 1994）。
由於行銷管理是企業管理的一環，說故事的觀念遂由「故事管理」燃燒蔓延至
行銷領域，「故事行銷」（story marketing）因而成為一種業界提倡的新行銷理
念。「故事行銷」是指透過說故事的方式進行行銷溝通。2004 年暢銷書《紫牛》
（Goding, [2002] 2003）一書即是在宣揚「企業要成功，必須讓產品自己說故
事」。該書作者 Seth Goding 2005 年的新書《行銷人是大騙子！（All marketers are
liars: Telling authentic stories in a low-trust world）》（Goding, [2005] 2005）進一步
闡述成功的「故事行銷」應掌握哪些原則與步驟。面對此一新趨勢，業界從事行銷
時，開始轉而關切：如何說一個動人的故事吸引消費者？故事要怎麼說才能打動消
費者的心？什麼樣的故事始具有新意，才能達成行銷的目標？此一關切已反映在國
內雜誌界報導題材的選擇上，例如，《突破雜誌》在 2002 年率先以「故事行銷」
做為封面故事，《天下雜誌》在 2003 年報導「讓產品說一個故事」的觀念，2005
年七月份的《Career 就業情報》雜誌不僅以「故事行銷」為該期主題，而且以超過
三分之一的篇幅介紹「故事行銷」的核心觀念與國內案例。
說故事，對行銷學術社群而言，並不全然是新議題。學界曾探討過廣告的敘事
方式（advertising narrative），也就是廣告說故事的方式（例如 Stern, 1991, 1994;
Boller, 1988），並將廣告的一種類型稱為「敘事廣告」（narrative advertisement）。
廣告心理學與廣告效果研究亦不乏相關研究，這些研究援用「敘事心理學」
（narrative psychology）的理論探討消費者如何處理廣告中的故事，以及廣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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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敘事處理」（narrative processing）對廣告效果的影響，廣告的哪種敘事
方式傾向於導致消費者的哪些反應（例如 Deighton, Romer & McQueen, 1989;
Escalas, 2004; Padgett & Allen, 1997）。
再如，消費者研究領域裡，有些學者從敘事的觀點探索消費者的故事。這些研
究視敘事為詮釋與分析的工具，透過它來瞭解消費者如何看待、表述他們的消費經
驗（Shankar, Elliott & Goulding, 2001）。也就是把消費者本身的消費經驗視為一則
則的故事，研究者藉由「敘事分析」（narrative analysis）來探索分析消費者的故事
（如 Grayson, 1997; Stern, Thompson, Arnold, 1998; Thompson, 1997）。Shankar,
Elliott & Goulding（2001）認為，對消費者研究而言，敘事不應該只是研究的工
具，其應該是研究者所要探究的真實（即研究對象）；他們主張進一步探究敘事、
消費與身份認同三者之間的關係。而 Stern（1998b）更進一步把研究本身視為一種
敘事的過程（即說一個有關消費者或消費現象的故事），她從敘事學
（narratology）的觀點分析了過往消費者研究如何說故事。
由上可知，行銷學術研究不乏敘事觀點的研究；雖然如此，但就打造品牌
（branding）此一研究主題而言，目前仍缺乏學術論文深入探討說故事與打造品牌
的關係，以及說故事在品牌發展與品牌行銷上的應用。以研究敘事廣告著稱的
Escalas（2004）雖曾研究過敘事廣告對於品牌形象的影響，但品牌形象只是品牌策
略操作的結果，與打造品牌是不同層面的問題。打造品牌指的是業者如何塑造一個
品 牌 的 過 程 與 策 略 ， 主 體 在 品 牌 建 立 （ brand building ） 、 品 牌 發 展 （ brand
development）、品牌管理（brand management），不在效果；而本研究好奇的是說
故事與打造品牌的關係。打造品牌在今天已是行銷業務的主軸、行銷流程的源頭，
即便是提出整合行銷傳播概念的 Don Schultz，都從品牌的角度重新思考整合行銷
傳播，改提出「整合品牌傳播」之思維架構（Schultz & Barnes, 1999）。是故，本
文認為探討「故事行銷」不能不問「說故事」與「打造品牌」的關係，而探討這兩
者的關係，又不能不回到產業的現象面――分析說故事在打造品牌上的應用。故本
研究好奇：學術界可以根據哪些理論基礎分析這些應用？以及，可以如何分析？分
析「說故事打造品牌」（story branding）此一現象的架構會是什麼？

貳、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本篇論文關切的是行銷業務的主軸「打造品牌」（branding）與當前熱門的管

‧3‧

‧廣告學研究‧

第二十六集

民95年7月

理新趨勢「說故事」（storytelling）的關係，也就是：業者可以如何利用說故事來
打造品牌？本文稱之為「說故事打造品牌」（story branding）。本文認為，打造品
牌是各項行銷業務中最基礎、最核心、也是最關鍵的工作，行銷業務早已從傳統的
打廣告移轉為強調打造品牌、形塑品牌形象、強化品牌與消費者的關係，以及增加
品牌資產（brand equity）。有鑒於此，本文鎖定故事行銷的源頭――打造品牌，想
瞭解：說故事為何有助於打造品牌，以及學術界可以如何分析說故事打造品牌。
本文是一篇理論性的論文，其目的有二：第一，彙整故事管理、敘事研究、打
造品牌等三方面研究文獻，以及業界對故事行銷的分析，闡述「說故事打造品牌」
之重要性，即探討說故事為何有助於打造品牌。第二，為後續之經驗性研究，提供
一個「說故事打造品牌」的分析架構，供未來分析現實世界中，企業品牌
（corporate brand）、產品品牌（product brand）、服務品牌（service brand）、店
家品牌（store brand）…等等，各個產業裡的眾多品牌究竟是如何應用說故事的手
法來打造品牌。
本研究認為，說故事打造品牌的策略，可藉由以下三個說故事的構面來分析，
這三個構面也是本研究之研究問題：
一、以說故事打造品牌時，說的是什麼故事？
二、以說故事打造品牌時，誰在對誰說故事？
三、以說故事打造品牌時，應該如何說故事？可以如何說故事？

參、文獻探討
一、故事（Story）、敘事（Narrative）與說故事（Storytelling）
研究說故事必須先瞭解何謂故事以及故事的本質。故事（story）又稱作敘事
（ narrative ） ； Shankar, Elliott & Goulding （ 2001 ） 綜 合 文 獻 指 出 ， 敘 事
（ narratives ） 就 是 故 事 （ stories ） 、 敘 述 （ accounts ） 、 傳 說 （ tales ） 或 描 述
（descriptions）。Stern（1998a）表示，雖然早期的文學理論使用敘事一詞時，指
的是非戲劇型式的文字或口語的表述，以便與戲劇相區別，但是現在學術界常將
「敘事」與「故事」甚至於「表徵」（representation）交互使用，故敘事不再侷限
於原始狹窄的定義。Padgett & Allen（1997）亦表示：「敘事指的是關於故事的書
寫、口語、視覺上的表述（“Narrative refers to written, oral,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s
of a story”）」（p. 60）。本研究亦將敘事與故事視為同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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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kinson & Hogarth-Scott（2001）回顧行銷研究對故事（story）一詞的用
法，發現共有三種對故事的定義：(1)故事是事件的事實性報告（a factual report of
events）。(2)故事是神話（myth），其描述的事件是經過說故事的人解釋的版本。
(3)故事是敘事（narrative），而敘事就是瞭解事件與建構真實的工具。這三者不同
的地方在於故事與真實性（truth）之間的關係有所不同。報告型故事具有真實性，
與被陳述的外在真實吻合。神話型故事與敘事型故事則未必與被陳述的外在真實吻
合。神話型故事裡的真實性是說故事的人所賦予的；神話型故事之所以為真，乃是
從說者的視角觀之，說者認為所要描述的事件是真的，因為他相信它是真的，所以
他說它是真的。而敘事型故事之所以真，乃是透過述說的方式使得故事看起來像真
的；也就是說，敘事是一種建立真實感的工具。敘事型故事的特性在於說者以有秩
序的方式陳述所觀察的事件，其述說的方式賦予故事真實性。而說故事打造品牌說
的應該是敘事型故事；據此可知，透過說故事打造品牌時，所說的故事塑造的真實
感是故事之所以打動消費者的基礎。而我們對社會真實的建構，有許多是透過敘事
完成的；說得更具體一點，我們對外在世界的認識是透過敘事的方式形成的。
許多故事與敘事的文獻都指出，故事（敘事）是從古至今人類社會中普遍存在
的文化要素，因為故事幫助人們瞭悟生活經驗，人們依賴故事去掌握周遭事物與人
生各種境遇的意義。Polkinghorne（1988）曾指出，敘事是使我們的經驗變得富有
意義的重要工具。Chatman（1980）與 Stern（1998a）都認為敘事是組織資訊的基
模（an organizational schema），其可落實於文字、圖像、舞蹈、音樂等種種表述
形式；敘事是一種獨立於表述媒介之外的深層結構。Stern（1998a）說：「敘事是
如此自然、如此普遍、如此容易學會和掌握，因此它幾乎不被人們認為有需要質疑
的地方」（p. 5）。
Gergen & Gergen（1988）指出，敘事具有以下關鍵性特徵：(1)每一個故事都
有重點要表述；(2)說故事的人一旦決定了故事的重點，在選擇故事的組成素材
時，就會選擇可以幫助他表達該重點的素材（即事件）做為故事的內容；(3)故事
的重點與素材一旦決定後，說故事的人就會將這些素材（即事件）編排成線性的、
時間先後有別的序列；(4)此一先後序列通常又被理解為因果關係的序列；(5)故事
通常具有清晰可辨的開始、中場、結局之分界點。而 Escalas（1998）認為敘事結
構最重要的兩個元素正是：(1)時序性（chronology），與(2)因果關係（causality）；
這是指敘事的要素如各個人物角色、行動、場景等隨著時間的進展逐一出現，它們
之間的因果關係遂可被推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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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數探討何謂故事的文獻都會根據亞里士多德的《詩學》（Poetik）指出，
故事都有情節（plot），故事情節的鋪陳包含基本的三段形式：開始、中場、結局
（Loebbert, [2003] 2005; Vincent, 2002）。Vincent（2002）研究傳奇性的品牌
（legendary brands）――即品牌故事成功地讓消費者產生高度認同之品牌（如蘋果
電腦、耐吉、哈雷機車、星巴克等等），他表示「開始、中場、結局」三段式的故
事結構反映的是「導入情境、錯綜複雜、解決難題」（situation, complication,
resolution），這才是故事結構真正的本質。而個中最基本的元素是由因與果構成的
「節拍」（beat），節拍使故事逐步推向高潮（climax），形成戲劇張力（Vincent,
2002）。以研究劇本寫作著稱的 Robert McKee（1997）即指出，故事就是一個龐
大的主事件（a huge master event），其由一系列的行動組成，這些行動最終將達到
一個頂點，導致全然的無法逆轉的改變，此改變也就是故事的高潮。
德國故事管理專家 Loebbert（[2003] 2005）亦曾指出，故事具有戲劇的形式，
通常會呈現出緊湊的戲劇張力，並提出一些可能的解決方案：「故事一開始，代表
各種行為的角色就會陸續出場，主題和動機也開始逐漸呈現。劇中充滿了靜待解決
的緊張、等著被回答的問題、各類機會或可能性，以及一些有待澄清的矛盾。阻力
與障礙將不斷地產生，直到戲劇的高潮或轉捩點：解決、答案和解釋浮上檯面。」
（p. 27）
雖然故事的結構有開始、中場、結局（或稱：導入情境、錯綜複雜、解決難
題）的分野，但是人們天生具有將故事各部分予以統整合一的能力，做出整合性的
理解，並導出結論（Polkinghorne, 1991）。Bruner（1986, 1990）指出，人們進行
認知處理時有一自然傾向，即是把人、物、事、行為、行為發生的場景等等以故事
的型式加以組織，排列順序，去理解它們的關係，他稱此傾向為「敘事型思考」
（narrative mode of thought）。這種認知處理方式是藉由故事的型式來理解經驗，
從中領悟意義。Polkinghorne（1991）亦說，敘事是幫助人們進行認知組織的過程
（cognitive organizing process）。
以 Bruner 與 Polkinghorne 為代表的敘事心理學認為，故事幫我們理解事件之
間的關係，我們藉由故事來建構、詮釋與分享經驗，這是人類的自然傾向。我們儲
存在記憶裡的知識，多半是以故事的型態被理解與儲存的，例如長期記憶中的「插
曲 式 記 憶 」 （ episode memory） 就 是 典 型 的 例 子 。 Shankar, Elliott & Goulding
（2001）便說，敘事幫助我們認知、記憶，以及形成自我的概念。
承繼 Bruner（1986, 1990）與 Polkinghorne（1991）看法的 Escalas（1998）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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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故事具有兩大功能，一為故事幫助人們理解（sense making），二為故事幫助
人們體會、評價與處理情感（emotional appraisal）。
故事管理學派之所以認為說故事是一個有效的管理工具，也是因為體認到故事
的這兩項功能。Denning（[2004] 2005）便曾說：「故事就是人與人之間傳遞經驗
的工具」（p. 156）。Loebbert（[2003] 2005）則曾指出：「故事具有令人感同身受
的經驗，以及具有說服力」（p. 149），「故事具有邀請聽眾去想像的功能，它會
持續影響我們，改變我們在實際生活中的觀點、認知與判斷」（p. 151）。Simmons
（[2001] 2004）亦表示：「故事能帶領人進入對一個想像世界的擴大知覺」（p.
147），故事的影響力勝過事實，她說：「故事有生命，事實沒有。」（p. 100）。

二、打造品牌（Branding）
根據行銷學者的看法，品牌是一個名字、名詞、符號、記號、設計，或以上所
述之綜合體；品牌的存在是為了幫助消費世界的人們辨識某特定廠商所售的產品與
服 務 與 其 他 廠 商 所 售 之 競 品 之 間 的 差 異 （ Aaker, 1991; Keller, 2002; Kotler,
2002）。今天，品牌表面是一個名稱或記號（如 logo 或 slogan），用以代表或象
徵企業生產的某種商品（product）或是企業組織本身（corporation），即品牌是行
銷提供物或提供者的身份認同（identity）表徵。然而，品牌之所以重要，並不在它
所指涉的實體物（即商品、服務與企業本身），而是品牌在行銷溝通過程中可喚起
消費者與該品牌相聯結的各種心像（images）與聯想（associations）。是這些抽象
的心像，並不是實體的指涉物，對消費者產生強大的影響力。因此，Denning
（ 2005 ） 指 出 ， 追 根 究 底 ， 品 牌 其 實 是 一 種 關 係 （ “A brand is essentially a
relationship.”）（p. 105）。也就是說，品牌的意義在於其展現了企業廠商對於行銷
提供物（產品與服務）與消費者之關係的承諾與實踐。因此，從整合行銷傳播觀點
談打造品牌的 Duncan（2002）指出，品牌的本質就是承諾（a promise）。從事知
識管理的 Denning（2005）亦指出，大品牌的品牌故事之核心就是承諾。
而打造品牌（branding），亦稱為塑造品牌，指的是企業廠商建立品牌（brand
building）、發展品牌（brand development）與管理品牌（brand management）；它
是行銷管理、產品管理很重要的一環。有的研究者視打造品牌為建立品牌與發展品
牌的同義詞，僅指涉品牌從誕生前的發想期到推出品牌、上市後的產品服務導入
期，即不包括產品生命週期之成長期、成熟期、衰退期各階段的品牌管理（如 Erm
& Arengu, 2003）。本文使用打造品牌一詞時，並不做如此嚴格的劃分。首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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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認為經營品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產品生命週期的各個階段都需要處理或評
估打造品牌的目標、策略與戰術。其次，品牌管理（brand management）表面上是
延續建立品牌、發展品牌時的品牌策略，但仍需不斷地塑造品牌，甚至當產品與服
務進入衰退期時，還需要研擬再造品牌（re-branding）。因此，本文探討的打造品
牌並不侷限於經營品牌的特定階段，其可適用於品牌與產品生命週期的任一階段。
總之，打造品牌在本文的定義是有系統的且不斷循環的建立品牌與強化品牌之過
程。
根據 Aaker（1991）、Duncan（2002）、Keller（1998）等人的理論，打造品
牌的目的就是在與消費者建立關係、維持關係、強化關係。打造品牌就是藉由品牌
的名稱、符號（如 logo 或 slogan）、包裝外觀、代言人，以及圍繞品牌的各種資
訊和訊息，去影響消費者對品牌的認知（brand perceptions），誘發消費者對品牌
的聯想（brand associations），進而塑造消費者對品牌的形象（brand image），對
品牌產生信任，最終與消費者建立良好長遠的關係（brand relationship）。而品牌
與消費者的長遠關係，將進而轉化成寶貴的品牌資產（brand equity）。由產品、名
稱、記號，到認知與聯想，發展到形象、信任、關係，最終成為資產，這即是一般
打造品牌想完成的階段性目標與最終目標。
打造品牌的過程大致可分成四大階段：第一、發展品牌的視野（brand vision
or overarching vision），即品牌可能追求的目標、可能發展的方向，也可說是一個
品牌對未來之洞察力，然後配合企業組織的發展目標、文化特性與資源，將此洞察
力進一步化成品牌的特定目標（specific brand objectives）。第二、決定品牌圖像
（brand picture ），又稱為稽查品牌的相關事宜含市場上的處境（auditing the
brandsphere），其包括瞭解品牌的形象、建立品牌契約、勾勒以品牌為基礎的消費
者模式（即掌握品牌在市場中的利基）。第三、發展品牌資產（brand asset）的管
理策略，此包括決定品牌的定位、劃出品牌的界線、選擇適當的傳播載具、瞭解通
路的強度，以及如何定價可提升品牌的附加價值等等；其中，定位與劃界等於決定
了一個品牌是什麼、不是什麼，以及品牌與其他競品的差異，是以品牌的本質與精
髓（brand essence）至此便被提煉出來。第四、建構一個足以支持品牌資產管理的
環境，如定期評估與組成品牌管理的團隊（Davis, 2000; de Chernatony, 2006; Erm &
Arengu, 2003）。
Erm & Arengu（2003）研究波羅地海三小國之一的愛沙尼亞（Estonia）如何打
造國家品牌時發現，打造品牌的工作有的是在創造（稱之為“creativ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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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是在規畫（稱之為“planning function”），有的則具研究性質，是為企畫提供資
訊或進行測試評估（稱之為“research function”）。其中，上層的創造工作包括發展
品牌的視野、確立品牌的本質與精髓、強化品牌的本質與精髓；換言之，這三者是
打造品牌的工程最基礎與最核心的工作。
當論及打造品牌的策略時，過往行銷文獻關切的都是品牌元素（如品牌名稱）
在公司眾多產品中應如何被使用（Keller, 2002），涉及的多半是產品線管理的策
略 。 打 造 品 牌 的 策 略 有 時 亦 涉 及 品 牌 管 理 上 的 以 下 問 題 ： 品 牌 延 伸 （ brand
extension ） 、 公 司 與 產 品 聯 名 的 品 牌 （ multi-tier branding ） 、 品 牌 聯 盟 （ cobranding ） 、 以 產 品 成 份 打 造 品 牌 （ ingredient branding ） 、 品 牌 授 權 （ brand
licensing）（Duncan, 2002）。

三、說故事為何有助於打造品牌？
本研究認為，說故事其實也是打造品牌的一種策略，只是傳統的品牌管理與品
牌行銷研究未突顯說故事的角色與地位。事實上，當打造品牌的團隊確定了一個品
牌的本質與精髓之後，通常接下來就是要根據品牌的本質與精髓發展品牌敘事
（brand narrative）與行銷敘事（marketing narrative），將品牌推廣給消費者。例
如，Erm & Arengu（2003）的研究即指出，當愛沙尼亞（Estonia）的品牌精髓
（“Positively Transforming”）確立了，宣揚推廣的目標對象也選定之後，打造品牌
的團隊隨即發展了五種傳達品牌真髓的基本敘事，分別在旅遊、出口與投資等三種
目標產業裡傳散敘事的內容。
本研究認為，說故事是打造品牌的有效策略，因為唯有故事才能把品牌與消費
者（或其他利害關係人）直接的經驗連結起來。一般而言，消費者對品牌的知識
（brand knowledge）包括兩部分，一為品牌知曉度（brand awareness），另一為品
牌聯想（brand associations）（Keller, 2003）。不過究其本質可知，品牌知識不僅
是消費者心中對品牌的認知表徵（cognitive representation），而且是儲存於消費者
記憶中之品牌的意義（Tschirhart, 2003）。而故事可賦予品牌意義，故事可傳達意
義給消費者。根據 Simmons（[2001] 2004）的說法，故事最驚人的力量是發生在故
事說完之後，隨著故事在聽眾心中迴盪、發酵，意義將誕生，並在聽眾心中烙下難
以抹滅的印記。因此，說故事最容易將品牌與消費者連結起來，使品牌與消費者建
立長期關係，完成打造品牌的目的。
本文文獻探討提及的敘事心理學理論可用來說明為何說故事有助於打造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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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Bruner（1986, 1990）的看法，故事普遍存在於人類的每一文化中，對社會的
成員來說，早在他們誕生之前，故事的型式、故事的結構、說故事的行為就已先存
在了，故事在社會中可說是俯拾皆是。因此 Bruner 認為，當人們誕生在充滿故事
的社會裡，隨後在學習語言及社會化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學到以故事型式去瞭解
周遭萬物與人世間的種種經驗。
研究敘事與認知科學關係的 Herman（2003）亦持相同觀點，他認為敘事是人
類基本的、重要的思考工具。人們依靠敘事方式生產與詮釋文學作品、進行言談會
話、理解媒體上的報導，甚至上法庭作證也用敘事的方式。Herman 亦認為，當我
們習得了外在世界既存的敘事型式與結構，我們的認知系統在對外在世界進行表徵
（processing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world）時，無論是處理資訊或記憶都會變得比
較容易，這是因為敘事已成了思考的工具，它簡化了認知處理的工作。敘事之所以
可以簡化認知處理工作、輔助我們解決問題，Herman 說，主要是因為敘事幫助我
們將經驗分解成認知處理所需的小單位（chunking experiences），敘事使我們知道
如何找出事件的因果關係（imputing causal relations between events），敘事教我們
如何進行分類（managing typification problems），也教我們如何找出行為的前後關
係（sequencing behavior），以及敘事傳遞了智慧（distributing intelligence）。
Bruner（1990）與 Herman（2003）的觀點都在說，人類的文化與語言學習，
使得人們已習慣藉由故事的型式去思考、去提取意義，故事遂成為思考的工具，以
及掌握意義、生產意義的最佳工具。意義蘊藏在故事中，故事化成意義的形體，故
事與意義混然為一體。人們從聽故事中學到意義、明白意義；人們藉由說故事來表
達意義、傳遞意義。這對從事打造品牌的行銷人之啟示即是：我們應善用說故事的
方式來打造品牌！因此，Loebbert（[2003] 2005）於是說：「故事是品牌管理的基
礎」（p. 218），「要創造出企業的品牌，[就要]編織出有意義的故事，把顧客和
公司連結在一起，並賦予這種連結特定的生命意義」（p. 39）。
換言之，包含在故事裡的觀念比較容易被吸收，故事型式的行銷溝通也比較有
效，說故事是非常有效的溝通工具。Escalas（1998）即表示：「故事能夠吸引消費
者、迷倒消費者、娛樂消費者。更重要的是，故事能夠溝通、說服、證明與展示應
該採用的產品以及如何使用這些產品」（p. 267）。而一個品牌是什麼，以及它的
身份性格（identity），通常是以故事的形式傳述、延續下去。
故本文認為，說故事本就是打造品牌過程中的重要環節。Fog, Budtz and
Yakaboylu（2005）便指出，說故事是達成打造品牌的手段。他們認為，從策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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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度來看，說故事與打造品牌其實並無差異，因為故事的核心通常就是打造品牌所
要宣揚的品牌價值；從操作的角度來看，說故事其實就是品牌行銷時的溝通工具。
Fog, Budtz and Yakaboylu（2005）並指出，說故事使得品牌價值變得比較容易理
解，也比較有意義，透過故事傳達的品牌價值等於是既訴諸道理亦訴諸情感，它的
影響力自然不同凡響。

肆、一個分析的架構
Stern（1998a）探討消費者研究文獻如何述說有關消費者的故事時，曾以四個
構面進行分析，這四個構面可視為進行敘事分析的架構，分別是：(1)被說的故事
是真實抑是虛構（the told: truth/fiction）；(2)說這個行為本身，包括時間與情節
（ the telling: time and plot ） ； (3) 說 者 ， 即 敘 事 的 聲 音 （ the teller: narrative
voice）；(4)敘事的修辭方式（rhetoric）。
本研究援用 Stern 的分析架構，予以調整與延伸，認為分析產業界各種品牌如
何說故事打造品牌時，可從以下三方面出發：(1)打造品牌時，說的是什麼故事？
(2)打造品牌時，誰在對誰說故事？(3)打造品牌時，應該如何說故事？可以如何說
故事？這三者提供我們分析的切入點，它們恰好與 Halliday（1973）所提出的語言
的三種功能相對應：(1)表達意念的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指語言告訴我們所
說的內容指涉什麼；(2)人際的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指語言呈現說話的人
們之間的角色關係；(3)文本的功能（textual function），指語言形成文本的結構，
即各部分如何連成一體。這三個功能意謂著敘事的意義受制於故事的內容（即
ideational）、故事如何被說（即 textual）、說者與聽者角色關係所構築的情境（即
interpersonal）等三因素（Riessman, 1993）。本研究所建構的分析架構即以這三個
構面為主軸。

一、以說故事打造品牌時，說的是什麼故事？
說故事打造品牌，就故事內容而言，說的當然是品牌的故事（brand narrative
or brand story）。從故事管理學派的觀點來看，說品牌自己的故事是屬於「認同型
的故事」（stories of identity），其在告訴消費者「我是誰、來自何處、未來方向在
哪裡」（Denning, [2004] 2005, p. 96）。Loebbert（[2003] 2005）便指出，組織有三
種基本的故事：「我是誰」的故事、「我們是誰」的故事，以及「我們要往哪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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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故事。其中，「我們要往哪裡去」就是願景，願景代表夢想，具有吸引消費
者的潛力，Denning（[2004] 2005）說：「一個成功的未來故事，會把回憶和渴望
融合在一起」（p. 173）。
從品牌定位與品牌行銷的角度來看，品牌故事的重心應該是「品牌的性格」，
「也就是上演一齣『我們存在的目的』或『我們獨有的貢獻』的故事」（Loebbert,
[2003] 2005, p. 219）。品牌必須有自己的性格，它必須是「絕對僅有的」，無法被
「模仿」，能從內部自我發展，必須喚起信任感（Loebbert, [2003] 2005, pp. 219220）。據此我們可推知，品牌的利益與價值、品牌的身份認同（brand identity，
也就是品牌的身份性格）、品牌的獨特性都可能成為品牌故事的主題，因為它們最
能直接傳達品牌的本質與精髓。
品牌的歷史即是品牌的生命故事。一個品牌是什麼，它的歷史會說話；一個品
牌的身份認同，也在品牌的歷史故事中見真章。品牌獲獎、在市場上打敗競爭對手
等的成功事蹟，都是品牌敘事的素材。
雖說說故事打造品牌說的當然是品牌的故事，然而企業組織有時會以間接方式
述說品牌故事，即不以品牌為故事的主角，最常見的手法是說一個消費者的故事或
代言人的故事。另外，說故事打造品牌時，有時也會述說企業組織本身的故事，特
別是公司名稱就是其所有產品的品牌名稱時，也就是 Laforet & Saunders（1994）
分析「品牌組合」（brand portfolios）策略時歸納出的「企業品牌」（corporate
brands）。
因此，若僅就故事所說的內容來看，本研究認為說故事打造品牌之故事可分為
以下十種：
(1) 關於品牌誕生的故事：品牌誕生的經過本身就是故事，包含企業創造者與品
牌之間的關係之故事、品牌名稱來源的故事。
(2) 關於品牌沿革與創新的故事：即第一代產品、第二代產品…至目前各階段產
品如何演變、創新的故事。品牌的歷史即是品牌的生命故事。
(3) 關於品牌成功事蹟的故事：例如品牌獲獎的故事、打敗競爭對手的故事等等
的光榮事蹟。
(4) 關 於 品 牌 利 益 與 價 值 的 故 事 ： 這 是 指 有 關 品 牌 提 供 的 功 能 性
（functional）、象徵性（symbolic）、經驗性（experiential）的利益之故
事、有關品牌與眾不同的價值之故事，以及品牌的承諾是什麼的故事。
(5) 關於品牌身份認同的故事：這是指闡述品牌之獨特性、品牌之個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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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於品牌願景的故事：即品牌未來的目標、將帶領消費者與社會往何處去的
故事。
(7) 關於品牌與消費者的故事：例如消費者使用品牌的經驗故事、消費者與品牌
之長期關係的故事、消費者如何信賴品牌的故事、品牌如何改變消費者的人
生等等。
(8) 關於品牌代言人的故事：以品牌與代言人之關係為主。
(9) 關於品牌與社會之關係的故事：例如品牌與社會一起成長的故事、品牌與社
會變遷互動的故事、品牌與社區的故事。
(10) 關於企業組織的故事：例如企業的傳統、企業的願景、企業文化與理念的故
事、企業創造者與執行長的故事、企業經營團隊的故事等等。
塑造品牌故事很重要的一個思考點是：「我們該編出什麼樣的故事，可以讓顧
客覺得，買我們的產品是很有意義的？我們該如何改善產品，讓這些產品對顧客自
己的故事和經驗產生意義？」（Loebbert, [2003] 2005, p. 21）。因為，說故事打造
品 牌 還 需 思 考 的 是 ： 如 何 說 一 個 可 以 帶 給 消 費 者 豐 富 意 義 的 故 事 ！ Loebbert
（[2003] 2005）說：「好的故事是內容簡單但包含豐富意義的故事」（p. 30），有
效的故事還必須和消費者產生連結。基於此，本研究認為，分析「說故事打造品牌
時，說的是什麼故事？」，還需要進一步挖掘品牌故事裡的意義。
意義才是品牌故事的賣點（the selling point），它也是故事結構要素之一的
「主題」（theme）。故事的主題指的是影響故事發展的中心概念（controlling
idea）或主要的洞見（central insight）。主題指出故事內容所要傳達的意涵，辨認
一則故事主題的方式就是問自己：這個故事究竟支持哪種人生觀，或這個故事提供
我們什麼人生啟示（Perrine & Arp, 1993, p. 92）。
分析品牌故事中的核心主題，可從人類社會重要文化價值、人生課題、個人追
求的目標等來切入。例如：成功、進步、幸福、美好的生活、快樂、愛、親情、和
平、和諧、歸屬感、尊重、傳統、創新、經典、美麗、健康、社會地位、財富、便
利、安全、衝勁、改變、反叛、獨特性、奉獻、努力、追求夢想、自我實現、環保
綠化、感官享受等等都是可參考的類目。不過，品牌故事的意義可以有千百種，並
不是建立一套封閉的分析類目所就可以窮盡所有的品牌。
綜上所述，本研究建議可就兩個角度來分析「說的是什麼故事」，一為所說的
故事內容類型，另一是故事所蘊藏的意義。當以內容類型來區分說什麼故事時，我
們檢視的是故事中顯而易見的內容（manifest content）；當以文化價值與生命主題

‧13‧

‧廣告學研究‧

第二十六集

民95年7月

來為故事分類時，我們檢視的是故事中潛藏的意涵（latent meaning）。前者是打造
品牌時尋找與選擇故事素材的方向；後者則是雕琢塑造故事內容、思考故事如何表
達品牌的本質與精髓、故事應賦予何種意義時，所必需思考的問題。

二、以說故事打造品牌時，誰在對誰說故事？
根據敘事理論，說故事的過程一定有一個說故事的人（narrator or storyteller）。
說故事的人決定說什麼故事，決定怎麼說；通常說故事的成敗多半受此敘事者的影
響，受制於敘事者的決策與表現。不過，說故事的人說什麼、怎麼說並不全然是自
主的，因為他必須考量到故事說給誰聽。說故事既然有說者，必然也有聽者。說者
（即敘事者）與聽者（即聽眾或讀者）遂構成說故事的重要元素，他們之間的關
係、互動、彼此的期待、彼此對對方的評價，都形塑了說故事的脈絡，影響說故事
的進行。
以說故事打造品牌時，究其本質，應該是企業組織在說故事給消費者聽。然而
深入分析，則可發現企業組織未必現身親自說故事，聽故事的人也未必只有消費
者。
當企業組織運用廣告來為品牌說故事時，企業的老闆（例如達美樂 pizza）或
執行長親自為產品代言的並不多見。廣告中說故事的人通常不外乎兩種人，一是為
產品代言的明星或名人，另一是接近目標消費者輪廓的平常百姓，也就是消費者群
像中的典型消費者。當一個品牌藉由消費者來說故事時，運用的是宣傳手法中的
「親民」（plain folks，又稱「平民」）策略，藉由創造熟悉與相似感，拉近消費
者與品牌的距離，讓消費者覺得廣告中的消費者「他/她可以，我也可以」，進而
使品牌核心理念隨著故事在消費者心中迴盪和發酵。
在公關方面，僅管公關的操作手法繁多，但研究者仍可循著被說出來的故事去
回溯誰是說者，分析上並不困難。基本上，品牌故事主要是透過辦活動與新聞稿傳
遞出去，因此常見的說者不外乎是發稿與策畫活動的公關人員，以及出席公關活
動、記者會的嘉賓（含企業組織內外人士、虛構的卡通人物）。
除了說者不限於企業組織本身，說故事打造品牌的聽者亦不限於消費者。今天
無論是學界或業界都強調，行銷的對象不宜侷限於消費者，還應包括行銷過程中其
他利害關係人（stakeholders），包括公司員工、上游的原料與零件供應商、下游的
批發商、中盤商、零售商，以及策略聯盟的其他企業，還有政府組織、利益團體等
等。這些利害關係人構成行銷的「價值傳送網絡」（value delivery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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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tler & Armstrong, 2003），它們影響整個行銷的過程，對行銷目標的達成與
否，都具有關鍵性的影響。是故，說故事打造品牌的聽者，除了消費者，還可能包
括行銷的其他利害關係人。
有關說者方面的討論，Vincent（2002）提出「品牌代理人」（brand agent）概
念，指涉代表品牌、生產與傳散品牌意義的人、地、物。他指出，品牌代理人包括
三大類：(1)人（human brand agents）：其可分為品牌或企業的創造者與執行長、
明星或其他的代言人、虛構的人物（如卡通人物）；(2)地（location-based brand
agents）：其可分為品牌自己擁有的展示店家、一品牌與其他品牌共駐之地（如百
貨公司的專櫃）、品牌贊助活動的空間（如體育館、足球場、主題遊樂園）、透過
網路或數位科技創造的虛擬空間；(3)物（things as brand agents）：這是說產品本身
以及用來推廣促銷的物件，都是品牌的代理人，它們本身就在表述傳散品牌的故
事，為品牌生產意義。
Vincent（2002）的觀點提示我們：說故事打造品牌的說者不限於人，物與地
也都可能是說故事的主體，特別是品牌商品。例如著名的精品本身就是最好的說故
事主體，這是為什麼許多名牌精品的平面廣告沒有文案，只展現品牌名稱與商品本
身的影像。
分析故事中的說者與聽者，還必須注意的是，敘事研究一般是從「觀點」
（point of view）辨識敘事者（the narrator）。所謂觀點是指故事被說的方式是從誰
的角度出發。Stern（1991）應用文學理論中的觀點分類分析廣告，提出一套新的
廣告敘事的觀點分類方式。她認為廣告的敘事者有三種：
(1) 第一人稱的敘事者：廣告中敘事者以「我」或「我們」的稱謂現身，述說自
己的想法；聽者被定位成與敘事者親近的人，傾聽敘事者的情感，分享敘事
者的秘密。此種敘事的訴求點是情感。
(2) 第三人稱的敘事者：廣告中敘事者從第三者的角度述說他人的故事，或傳遞
經驗教訓；聽者被定位成一般的聽眾或學生，聆聽敘事者傳遞的資訊或故
事。此種敘事的訴求點是資訊。
(3) 戲劇角色：廣告中沒有明顯介入的敘事者，而是由一組人物演出，透過他們
之間的對話、行為與反應來呈現故事；觀眾被定位成參與者，彷彿涉入在廣
告人物間的互動中。此種敘事的訴求點是同理心。
Stern 的分類方式雖然針對廣告敘事，但應該適用於所有行銷溝通管道上的說
故事。雖然第三種觀點（戲劇角色）似乎是專門針對電視的戲劇式廣告，但平面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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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曾出現過一組人物彼此對話的文案，以「類戲劇」的方式說故事。因此，以上敘
事觀點適用的廣度應不受溝通媒介的影響。
綜上所述，說故事打造品牌中的說者與聽者的分析可分兩個層次進行：
第一個層次，跨越所有行銷溝通管道，分析最上層的品牌敘事是誰在對誰說故
事？先進行敘事觀點的分析，再指認敘事者與預設的聽者。本研究以為，說故事的
主體當然是企業組織本身，有可能是企業的創辦人、執行長、品牌經理人；聽者是
所有的行銷利害關係人。
第二個層次，應就不同的行銷溝通管道進行分析，包含廣告、公關、人員銷
售、促銷、直效行銷、網路行銷等。同樣地，先進行敘事觀點的分析，再指認敘事
者與預設的聽者。就此層次而言，雖然打造品牌的主體是企業組織，但是企業（特
別是創辦人與執行長）可能隱身於後，未必站在行銷的第一線，而是改聘用他人為
其說故事。不同的行銷溝通管道可能有不同的說者與聽者，其中說者的種類包括：
(1) 企業組織中的成員（如發言人、公關經理、品牌經理）；
(2) 企業組織委外的代言人（如廣告中的明星代言人、卡通人物、現場活動中的
嘉賓、公關公司人員）；
(3) 消費者（如廣告中正在使用產品的消費者）；
(4) 展現品牌的場地；
(5) 商品本身與輔助溝通的物件。

三、以說故事打造品牌時，應該如何說故事？可以如何說故事？
當以故事進行管理（如策略性管理、品牌管理）時，說故事其實是一種修辭的
工具，即達成說服目的的手段。Loebbert（[2003] 2005）指出：「說故事的目的就
是想刻意影響聽眾，並藉著某些情緒與感受，去打動聽眾的心，故事必須創造特定
的情緒與氛圍，以引發聽眾的想法與信念。」（p. 35）
McKee（1997）認為說故事若只表達故事裡的觀念那是不夠的，說故事還需要
經營故事的結構，他視故事的結構為一種修辭。他說：「說故事是在對真相提出饒
富創意的證明，故事就是某個想法活生生的證據，故事的事件結構起先是你進行表
達的工具，爾後將成為你不需解釋即可證明你的想法的工具」（p. 113）。他的意思
是說，好的故事結構可以讓劇作家不費口舌之力即可取信於聽眾。
說故事打造品牌應如何說故事，採何策略，才可能達成 McKee 所說的境界？
本研究認為可分三個層次來分析。以下每一層次討論的雖是如何說的策略，但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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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視為分析品牌敘事如何說的切入點：

（一）心理層次的策略
說故事打造品牌必須擄獲消費者的心，至於如何擄獲消費者的心，本研究綜合
文獻歸納出以下三個原則：
1. 品牌敘事必須符合消費者的心智地圖
Vincent（2002）認為，品牌是透過敘事中的世界觀與消費者連結在一起，品
牌敘事的世界觀必須被消費者內化，當一大群消費者認同該品牌的世界觀，使用該
品牌就可變成消費者獲取意義、彰顯意義的儀式，形成特有的品牌文化。
Goding（[2005] 2005）的《行銷人是大騙子！（All marketers are liars: Telling
authentic stories in a low-trust world）》全書的核心觀念，即是「配合消費者的世界
觀說故事」。他認為，行銷人要說一個吸引消費者、打動消費者、對消費者具有說
服力的故事，就必須說符合消費者的世界觀的故事。Goding 說：「成功的故事必
然提供一個承諾――幫消費者實現他的世界觀」（p. 157）。Denning（[2004] 2005）
亦指出，說故事的一種方式就是從一個典型的目標消費者的觀點去敘述整個故事。
簡言之，成功的品牌敘事所說的故事一定與消費者的心智地圖相吻合。
因此分析「如何說」可以檢視：品牌敘事企圖勾勒什麼樣的世界觀？品牌敘事
預設的消費者心智地圖是什麼樣貌？品牌敘事中的說者是否從聽者的角度來思考？
說者是否從消費者的觀點來構思這個故事的意涵？
2. 品牌敘事必須能夠激起消費者的情感
說故事的影響力之所以深遠，關鍵在於故事不僅傳遞意義，還可以激發情感
（Escalas, 1998）。Denning（[2004] 2005）說，故事一定要夠感人，才能讓所有人
都從故事中得到同樣的領悟；而且，能引起聽者共鳴的故事，聽者自己會找出意
義。Fog, Budtz and Yakaboylu（2005）表示，一個品牌之所以強大是因為消費者對
其產生特別的情感聯結，而品牌故事就是向著消費者的情感在說話。
因此分析「如何說」可以檢視：品牌敘事激發出的情感原動力為何？品牌敘事
企圖散播的是何種情緒因子？也就是，品牌敘事訴求何種情感？如何訴求？應用什
麼方式激發消費者的情感？
3. 品牌敘事必須能夠與消費者的自我敘事相結合
Vincent（2002）指出品牌是消費者在日常生活中用來詮釋的憑藉，消費者依
靠品牌定義自我，把自己呈現給外在世界。消費者在進行個人身份認同的敘事時，
‧17‧

‧廣告學研究‧

第二十六集

民95年7月

時常援用品牌做為敘事的資源，品牌活化了消費者的個人敘事。也就是說，品牌幫
助消費者說自己的故事，進而成為消費者人生敘事的一部分。
因此分析「如何說」可以檢視：品牌敘事是否企圖與消費者的個人敘事相結
合？品牌敘事是否有助於消費者建立自我的身份認同？品牌敘事如何利用品牌的符
號（brand symbol）與消費者的儀式（consumer ritual）去召喚活化消費者的敘事？

（二）文化層次的策略
打造品牌除了應掌握消費者的心理因素，還需要洞悉消費者所生活的外在環境
與文化。在文化層面上，說故事打造品牌必須掌握的基本原則包括：
1. 品牌敘事必須能夠與文化起共鳴
凡是與文化起共鳴（cultural resonance）的傳播訊息，通常產生的影響力較
大。因此，品牌敘事必須反映消費文化的趨勢，品牌才可能讓消費者認同，進而創
造品牌傳奇，形成自己的品牌神話（Vincent, 2002）。爾後，品牌才可能由單純的
品牌變成一個大家共享的符碼或象徵（icon）。
Holt（2004）研究品牌如何被打造成為文化符碼（cultural icons），他發現，
打造品牌必須與文化迷思（cultural myth）相扣連，具有文化符碼地位的品牌
（iconic brand）往往是某種特定迷思的載具或展演者，打造品牌即是透過說故事展
演該迷思，而這就是品牌變成具有文化符碼的關鍵。Holt 並指出，文化迷思往往反
映出社會變遷中的某種「文化矛盾」（cultural contradiction），即人們心中的慾
求、焦慮、矛盾、衝突。當一個品牌直接訴諸於文化迷思中的矛盾情結時，消費者
會賦予該品牌代言該文化迷思、為該文化著述發聲的權威。
Vincent（2002）說，由於迷思反映的是集體的聲音、共享的觀點，因此當品
牌與迷思扣合時，迷思等於提供了消費者理解品牌的一套符碼原則（codes）。他
並指出，傳奇品牌背後的迷思不僅傳達意義，還教導人們，指引人們，並為品牌創
造情緒氛圍；而這深鎖於迷思中的意涵就是傳奇品牌能夠吸引消費者的原動力。
根據以上的看法以及 Holt（2004）對於「文化式品牌行銷」（cultural branding）
建構的理論架構，分析品牌敘事「如何說」可以檢視：品牌敘事訴求的是何種文化
價值或文化迷思？品牌在該文化迷思裡的角色定位與作用是什麼？品牌敘事如何讓
消費者感受到品牌來自文化迷思的真實性？品牌敘事是否結合文化工業產製的其他
文本，共同撰寫、共同創製品牌所代表的文化迷思？
然而，並不是所有的品牌都選取特定的文化迷思做為打造品牌的基礎，因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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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其他品牌採用了何種文化層面的敘事策略，檢視的重點自然不一樣。本研究認為
一個可行的作法是根據 Goatly（2000）提出的六點行銷溝通原則發展分析的要項。
Goatly（2000）認為，消費社會的廣告文案創作掌握的是以下六點行銷溝通原則。
本研究認為，這六點原則反映了當前消費文化的特質，即消費者在追求什麼，因此
其可用來分析品牌敘事是否與消費文化相扣連、起共鳴。雖然 Goatly 是分項獨立
陳述，不過本研究以為這六點彼此之間隱含了一個先後順序，打造品牌的長期工程
可循此順序，在不同階段透過不同的敘事，將消費者追求慾望的滿足，一步一步推
向頂點（climax）。這六點分別是：
(1) 強調慾望與權力（Desire and power）：即大多數的廣告敘事鼓勵消費，刺
激慾望，直接或間接告知消費者：滿足慾望可帶來權力。於是消費者對權力
產生渴望，滿足對權力的渴求是消費者亟待解決的問題。
(2) 購買是解決問題的手段（Buying as problem solving）：接下來告訴消費者，
買我的產品可以解決問題，甚至是解決問題最好或唯一的手段。
(3) 獲得品質或數量（Acquiring quality or quantity）：購買不僅是擁有產品的實
體、功能性利益（這是「數量」該詞之意），同時也獲得了商品所象徵的聲
望、地位，產品或品牌的象徵性意涵由商品轉移至消費者身上（這是「品
質」該詞之意）。
(4) 選擇一種身份認同（Choosing an identity）：將購買特定商品或品牌帶來的
意義象徵，進而提升到身份認同的層次。強調使用該產品是擁有特定身份認
同的標記。
(5) 以排他、獨特或傳統來區辨自己與他者的不同（Distinguishing yourself:
Exclusivity, uniqueness and tradition）：在追求身份認同之後，廣告敘事可進
一步引導消費者感到需要超越階級身份地位，以消費標示自己的獨特性。此
可說明為什麼奢侈品逐漸成為人們的生活必需品。
(6) 買的是一種生活風格（Buying a lifestyle）：最後，讓消費者領悟購買某商
品或品牌買的其實是一種美好的、不一樣的生活風格，這本是你消費者渴望
的。至此消費者希望藉由消費獲取的權力達到巔峰，消費者獲得自我實現。
2. 品牌敘事必須善用目標消費群所屬文化的語言、符號與儀式
每一個文化有其特有的語言、符號、符碼規則（codes），它們是展現該文化
的要素。品牌敘事若想與該文化相扣連，必須大量引用該文化的語言、符號、符碼
規則，來展現兩者的關聯性，因為這些要素是消費者與品牌敘事交會時的接觸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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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Holt（2004）表示，一個品牌必須將其所訴求的文化迷思之符碼規則和語言用
辭 巧 妙 地 融 入 於 廣 告 訊 息 中 ， 才 能 達 成 它 的 訴 求 。 另 外 ， 前 已 述 及 Vincent
（2002）指出，品牌敘事可利用品牌的符號與消費者的儀式去召喚活化消費者的敘
事。
因此分析「如何說」可以檢視：品牌敘事引用了哪些語言與符號？品牌敘事是
建立在哪些符碼規則之上？以哪些符碼規則為基礎？品牌敘事企圖啟動消費者生活
世界中的哪些儀式？品牌敘事是否企圖建立新的消費儀式？

（三）文本層次的策略
Fog, Budtz & Yakaboylu（2005）認為每個故事文本都有四個要素：寓意、衝
突、人物角色、情節；Vincent（2002）認為品牌敘事的四大要素是情節、人物角
色、主題、美學（即表現手法）。由於寓意、主題與衝突是透過人物角色與情節構
築呈現的，因此有關品牌敘事的文本層次策略，在此僅就撰寫故事必須處理的角色
塑造（characterization）、情節安排（plot arrangement）、修辭方式（rhetorical
devices）等三方面做概括的說明：
1. 角色塑造（Characterization）
每個故事都有主角與配角，品牌敘事中的主角是品牌本身。企業組織如何形塑
其品牌，行銷研究業者曾應用榮格的「原型」（archetypes）理論，發展一套品牌
的原型，幫助業者塑造品牌（參見 Mark & Pearson, [2001] 2002）。此一品牌原型
類目可幫助我們分析說故事打造品牌時品牌如何被塑造。
不過 Vincent（2002）認為品牌敘事的人物角色還包括品牌代理者（如代言
人）、消費者。在創製品牌敘事前，我們需要深入瞭解目標消費者的性格特質與自
我形象，品牌在消費者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品牌代理者與品牌、與消費者的關
係，以便為人物角色定調（Vincent, 2002）。因此當我們分析「如何說」時，可以
回頭檢視角色塑造的源頭，其提供一個脈絡讓我們深入瞭解各個角色性格的由來。
2. 情節安排（Plot Arrangement）
一般而言，說故事必須掌握故事情節的發展邏輯。就發展品牌敘事而言，我們
可以將品牌設想成一個人，加入消費者與其他配角，透過以下 Loebbert（[2003]
2005, pp. 176-177）提的問題來設計品牌敘事；同樣地，我們也可用這套問題來分
析品牌敘事如何說：
(1) 誰是相關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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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他處於什麼情況？
(3) 這些人物有哪些企圖？哪些目標？
(4) 會產生哪些衝突與緊張？
(5) 這些人物，特別是主角，會選擇哪一種步驟與過程？
(6) 為了製造劇情的緊湊與高潮，必須怎麼做？
(7) 劇情的高潮是什麼？會面臨哪些抉擇？有哪些特殊的轉折點？
(8) 由此產生什麼樣的解答情節？
Fog, Budtz and Yakaboylu（2005, p. 44）提出類似的看法，他們認為安排情節
必須思考以下問題：
(1) 故事如何開場？
(2) 衝突如何引入？
(3) 什麼是故事無法折回的關鍵點？
(4) 什麼是故事的高潮？
(5) 故事如何退場、收尾？即故事的寓意如何呈現？
此外，發展品牌敘事的情節時，Vincent（2002）表示可以參考既有的故事類
型（genre）與神話，以及 Joseph Campbell（1968）提出的「英雄旅程」（hero’s
journey）之故事軸線。這些參考資源都可提供分析的切入點。
3. 修辭方式（Rhetorical Devices）
這是在分析說故事打造品牌運用了哪些設計或道具，去深刻突顯品牌的特色。
它是分析如何說故事時最微觀層次的分析。我們分析的修辭工具應包括：文字、影
像、聲音、音樂等所有出現在故事中的文本組成要素，以及訴諸於五種感官的手
法。

伍、結語
故事研究與故事管理學派認為，每一個人都有故事，每一個人自己就是故事。
本研究認為，每一個品牌都有故事，每一個品牌自己就是故事。不過，如何說個好
故事才是品牌成功的關鍵。打造品牌需要把品牌變成一個好故事。
本文就(1)打造品牌時，說的是什麼故事？(2)打造品牌時，誰在對誰說故事？
(3)打造品牌時，應該如何說故事？等三方面，綜合文獻，進行討論，為後續之經
驗性研究，提供了一個探討業者「說故事打造品牌」的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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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Branding: An Analytic
Framework
Kuang-yu Stacy Huang*
ABSTRACT
This paper synthesizes three bodies of literature on story management,
narrative studies, and branding into a theory of branding by storytelling.
argues, firstly, that storytelling can facilitate and benefit branding.

It

This

paper then presents an analytic framework which can be employed to
examine three aspects of storytelling in the practice of branding.
what kinds of story are more likely to be told in story branding?

First,

Second,

who are the speakers (or authors) and listeners (or readers) in the process of
story branding?

What is the point of view imbedded in a brand narrative?

Third, how should brand narratives be given and in what way are they
usually constructed?
Keywords: Brand Marketing, Branding, Narrative, Story Marketing,
Storyt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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