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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近年政府推廣政策的過程中不斷借重創新思維，嘗試抓住民眾的注意力，政

府必須將人民視為顧客，盡力提供服務使民眾滿意，換言之，企業型政府治理模

式必然包含「治理」甚至是「政策推廣」相關概念，在公部門推廣政策的同時，

我們時常看到政府向企業學習行銷手法推廣公共政策。本研究嘗試向企業行銷學

習，藉由文獻回顧以及檢視公共政策行銷實例，從「移情作用、自我指涉、自我

認同」三個面向，探討虛擬代言（avatar endorsement）如何應用在公共服務推廣，

及促使民眾了解政府政策並使用公共服務的意願為何。 

本研究以高雄都會大眾捷運系統目前執行的虛擬代言為討論主題，研究方法

採用準實驗設計，由於過去研究指出高雄捷運旅運目的多半為觀光旅遊，因此受

試者招募以年輕族群為調查對象，以了解當前虛擬代言能否提高年輕族群的喜好

程度、使用捷運系統意願、購買相關商品意願、以及對捷運品牌的吸引程度，招

募受試者後，採用配對分派方法進行實驗，以利進行實驗組與控制組態度變化比

較。研究發現不同學歷的受試者對於虛擬代言的想法有顯著差異，而虛擬代言能

有效提升外縣市的受試者對於該公共服務的吸引程度，只是對於既有的客群掌握

則有待加強。 

 

 

關鍵字：虛擬代言，移情作用，自我指涉，自我認同 

 

  



 

 

英文摘要 

In recent years, governments start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policy 

promotion and policy marketing. Under the belief of treating people as customers,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draw people’s attention and to increase their satisfaction on public 

services. Normally, the entrepreneurial-oriented governments would spend more time 

and efforts on “good governance” and “policy promotion”. As a result, when the 

governments want to promote certain policies, they often try to learn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on their marketing strategies. 

This study aims at applying the policy marketing strategies to promote public 

policies, particularly the effects of avatar endorsement strategy. Using the case of 

Kaohsiung metro system,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ree different aspects, the transference, 

self-reference, and self-identity, to explore how avatar endorsement worked with regard 

to public policy promotion, as well as to understand how it performed on increasing 

people’s willingness to receive more public services.  

This research adopts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to understand how the current 

avatar endorsement strategy affect younger generations on four different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such as brand attitude, purchase intention, brand association, and attraction 

to the Kaohsiung metro. Results show that people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s hav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 avatar endorsement strategy. In addition, the 

avatar endorsement strategy may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attractiveness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service toward the younger generation. Policy and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for the governments are discussed in the thesis. 

 

Keywords: Avatar Endorsement, Transference, Self-reference, Self-identity, Kaohsiung 

Me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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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公部門向民間企業學習行銷的過程中，虛擬代言看似成功提升民眾了解公共

政策的意願，因此研究方向以近年逐漸被大眾所接受的虛擬代言為分析主體，藉

由文獻回顧以及實驗設計方法，檢視過去國內外採用虛擬代言作為政策行銷手法

的相關案例，將當前國內發展狀況彙整後，建立檢測指標，採集自願受試者意見

加以分析，期盼能成為公部門後續執行虛擬代言的綿薄建議。本文首先說明選擇

「政策行銷」以及「虛擬代言」作為研究主題的動機，其次闡述研究問題、研究

目的與問題，並說明本文的研究架構、方法等項目。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當代公部門最常面臨的問題即是「如何將公共政策以最有效的方法讓民眾了

解」，為解決此類問題，傳統公部門借助地方官員宣傳政策於民，產生訊息傳遞

鏈的上情下達效果，但隨著時代進步，公部門也逐漸借助民間企業長年累積的產

品或服務行銷經驗，將公共政策採用類似的行銷方法推廣週知，政策行銷（policy 

marketing）便在這個背景之下逐漸為人重視，此途徑也被視為推廣公共政策與服

務的快速方案。 

行銷對於民間企業來說並不陌生，早在 1950 年代 McCarthy 即提出 4Ps 定義

民間企業組織的行銷方案，當中包含產品（product）、定價（price）、促銷

（promotion）、以及通路（place），隨著大眾傳媒不斷創新更迭，上述概念更為人

重視（陳敦源、魯炳炎，2008），過去眾多學者研究已經充分表明傳統 4Ps 無法

應付當代市場快速變化，若公部門持續採用傳統的 4Ps 作為行銷成效的衡量工具

並不合時宜，亦無法充分體現當前以顧客導向為主的政府服務，Lauterborn 於

1990 年提出 4Cs 理論，包含顧客需求（consumer need）、成本（cost）、便利

（convenience）、溝通（communication），或許可以做為公部門當前政策行銷的借

鏡，4Cs 核心概念強調組織應首先重視顧客（民眾）需求與滿意度，其次是降低

顧客（民眾）的購買成本（使用成本），進而強化顧客（民眾）接觸產品（政策）

與服務的便利性，並且深化溝通作為意見反饋，以利與顧客（民眾）建立密切互

動關係（轉引自廖世義、黃鈺婷、譚子文，2009；Lauterborn, 1990），隨著新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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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思潮進入公部門，政府也逐漸吸取此類運作方法推廣公共政策，但對於公部

門而言，行銷是近年才逐漸發展成熟的行政項目。 

最早提出公部門政策行銷概念的學術研究可回朔至 1990 年代，政策行銷被

視為能清楚傳遞政府「標準化服務」訊息給民眾的重要途徑（Buurma, 2001），意

即，政策行銷就是一個政策宣傳的「工具與管道」，然而此類宣傳風格在政策行

銷上相對缺乏核心價值，有論者認為缺乏政策核心價值及理念，只會讓政策行銷

難以發揮效果（Trustrum, 2001），但不論如何，政策行銷的能見度與重要性已經

逐漸推升到新的高度。經過數年不同視角討論，Buuma（2001）認為公共政策行

銷應當建立在政府與民間之間的訊息交換，簡言之，政策行銷與政策推行是否成

功，仍需歸因於民眾領情與否。為使政策行銷能有更多成功推廣機率，不但需要

核心價值以及創新思維，也需要跟上時代潮流以提升政策「曝光率」，近年受到

網路世代以及其他國家行銷文化影響，虛擬代言因能創造大量效益，成為相當熱

門的行銷手法（江啟先、耿慶瑞、鄭弘毅，2014）。 

政策行銷手法相當多元，政府可以針對不同政策與服務對象採取不同的行銷

模式，然而私部門長年慣用的行銷手法可能無法完全適用於公部門，因此行銷過

程中為了避免產生民眾負面觀感，政府除了借用私部門經驗外，也需要在既有框

架下嘗試創新，吸引民眾注意，避免政策資訊淹沒在資訊爆炸時代。此情勢不禁

讓筆者好奇政府資源有限的狀況下，虛擬代言能否成為公部門在資訊洪流中開創

新局的關鍵，它真能完整闡述公共政策與服務的核心內容？這些行銷手法能讓民

眾從無感變有感？從何得知民眾情緒的轉變過程？這些問題的答案可能會因受

試者背景不同，產生不同樣貌，因此本研究首先藉由國內外著名案例，了解虛擬

代言如何在資訊洪流中闖出一片天，進而分析此行銷途徑在推廣過程中，民眾態

度變化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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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政策行銷已被視為當代政府傳遞政策與政府服務的最適管道，但市面上五花

八門的行銷手法讓傳統政策行銷面臨挑戰，借鏡虛擬代言或許是政府提升整體行

銷能見度的方法之一，根據國內外經驗，此途徑確實讓某些政策與政府服務領域

成功開創新局，廣受民眾喜愛。 

一、研究目的 

驗證當今熱門的虛擬代言行銷手法能否讓公共政策與服務更容易被民眾認

同是相當重要的議題。若民眾過去未曾對公共服務有所認識，經由虛擬代言宣傳

後，認同政府當前的創新行銷作法，那麼這些民意確實成為支持政府繼續向前邁

進的有力後盾；若民眾對此表示不以為然，我們就必須從中了解究竟是哪個虛擬

代言行銷環節出現問題，以利後續修正行銷設計方向。為使上述研究目的趨於完

備，本文研究目的可分為兩大部份： 

（一） 藉由政策行銷的相關文獻、報導與著作，擴大對政策行銷的理解，從中

學習並彙整政策行銷意涵，並聚焦國內外虛擬代言實例應用，彙整當前虛擬

代言實際成效。 

（二） 了解民眾（受試者）對於政府創新的行銷手法，以及對虛擬代言從無到

有的感受變化，針對政府虛擬代言行銷手法提出建言以供後續參考。 

二、研究問題 

為了針對上述研究目的詳盡檢測，本文必須針對虛擬代言可能遇到的相關問

題，提出適當的檢測模式，例如過去學者探討國外政策行銷以及虛擬代言案例時，

已經了解到不同宣傳模式會對不同年齡層或族群產生不同效果，所以，為了針對

較精細的要素進行驗證，本研究將以虛擬代言趨近成熟的高雄捷運案例為討論主

體，並針對年輕受試者接觸虛擬代言前後的態度變化進行實驗設計，了解受試者

對此虛擬代言角色的設定與看法。研究問題分述如下： 

（一） 虛擬代言產生的「移情作用」是否會提高受試者的「自我認同」效果？ 

（二） 虛擬代言產生的「自我指涉」是否會提高受試者的「自我認同」效果？ 

（三） 尚未接觸虛擬代言的受試者，給予說明之後，態度變化與其他受試者有

何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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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節簡要介紹本文從草稿至完成，研究流程大致可分為數個階段，研究流程

如圖 1 所示：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初步認識研究主題實際應用情勢，並針對此主題提出構想。 

二、研究目的與問題：從不同的政策行銷類型當中，發掘自己的研究目的與問題，

進而完整呈現研究方向。 

三、文獻檢閱：確定研究方向後，即進入文獻挖掘階段，藉由檢閱相關學報、期

刊、雜誌、新聞媒體資料等，了解虛擬代言在公共領域的應用，同時尋找可

供研究使用的素材。 

四、研究設計：根據文獻檢閱的彙整結果，訂立出最適合本次研究的方法與架構，

結合研究問題設計出合適的實驗設計。這當中可以細分成兩個設計項目： 

甲、實驗設計：為了要確定實驗過程中符合隨機分配法則，筆者必須推演實

驗過程中的各項步驟。 

乙、問卷設計：除了實驗流程外，問卷將是在實驗過後另一個能夠了解受試

者的工具，因此實驗與問卷必須緊密結合。 

五、前測：經過研究設計與操作流程推演後，筆者執行了三十份前測樣本，前測

結果即成為後續修正的依據。 

六、實驗修訂：針對前測結果重新調整實驗操作步驟，以利後續研究分析更為精

準。 

七、實驗執行：實驗設計修正後重新施作實驗，作為後續研究分析之用。 

八、資料分析：依據實驗回收結果進行分析，回應研究問題。 

九、結論與建議：本階段作為研究分析後的論述，將說明本文的研究發現，並針

對當前見解提出相關建議，作為理論與實務情勢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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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研究流程圖 

 



 

6 

  



 

7 

第二章 文獻檢閱 

本研究旨趣在於探討政策行銷與虛擬代言在公共政策上的應用，虛擬代言主

題雖在商業領域已有些許研究，然而就公部門領域而言，仍是相當新興的主題，

因此藉由蒐集國內外的相關文獻，並且秉持向企業學習的新公共管理精神，借鏡

行銷技巧，本文綜合檢閱公私部門期刊、專書、媒體報導等，作為分析的基礎，

以了解這類創新行銷方法如何被公部門學習，進而走向政策行銷，乃至於當前新

興的虛擬代言運作模式。 

第一節 政策行銷相關理論 

行銷學理應用最早可回溯到 20 世紀初期，由美國威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David Kinley、Edward David Jones、Samuel Sparling 等學術前輩共

同努力而成，當時行銷學思想深受德國經濟歷史學派（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of Economics）影響，所注重的核心研究問題即是如何利用科學方法達到最有效

的行銷（Jones & Monieson, 1990），隨著典範轉移，行銷學逐漸走向管理行銷的

途徑，而當前注重宏觀行銷（macromarketing）、社會交換（social exchange）的適

應行銷思想，則是在 1970 年代後才逐漸成形，簡單來說，行銷學是整合經濟、

社會、心理、管理、統計、人類學等理論的研究與實務學門（黃恆獎、李冠志，

2007），如果企業忽略當前經濟情勢、社會樣態、顧客需求等要件，多樣化行銷

依然無法打動消費者，因此企業會充分調查當前社會脈動後，設計出適合當下環

境的行銷方案，提升市占率、競爭力並創造品牌能見度，以利針對潛在客戶與既

有客戶進行商品推薦。為了達到更具識別度的推薦效果，企業也嘗試將品牌擬人

化，商品賦予個性或形象化，藉此將理念傳達給消費者，提升消費者購買或使用

意願（吳淑鶯、陳燕柔，2015），這些方法都是行銷能否成功的關鍵。 

根據上段可以發現成功的行銷必須具備相當多的要件，政府比起民間企業在

行銷議題上可能有更多的優勢，例如政府比起民間企業有更豐富且長期的經濟、

社會、管理、統計相關資料，這些項目都有利於政府掌握當前社會情勢脈動，做

出更好的政策推廣與行銷手段。然而，掌握民眾心理而言，政府似乎顯得捉襟見

肘，因此有論者認為政策行銷必須奠基於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交流，政策行銷的定

義被認為是「政府採用『行銷交流與社會互動』兩種模式以達成自身目標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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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執行過程（Buurma, 2001）」，誠如過去臺北市政府推行垃圾隨袋徵收，行銷過

程中除了必須先掌握自身行政與財政資源之外，也必須精準掌握行銷標的是誰，

行銷內容與方法為何，此外，善用民眾的正向心理與鼓勵，也是行銷過程當中非

常有效的一環，例如垃圾隨袋徵收的政策推行期間，臺北市長以「只有臺北高水

準的市民才能達成這項不可能的任務」，成功提高臺北市民的優越情感（陳敦源、

魯炳炎，2008），時至今日，臺北市的垃圾減量與回收成績已有顯著成果，Channel 

News Asia 與 Al Jazeera 等國際媒體針對臺北垃圾減量提出專題報導，亦是國際

美談。 

多數政策行銷交流過程內含大量知情民眾（known customers）所組成的匿名

客戶群（anonymous customers），一般而言，要得知這些匿名客戶群的意見其實

不太容易（試想如何要求公部門在短時間內迅速收集相關民眾想法），就算當今

資通訊與眾包觀念發達，也不一定能短期內完成這件事情，因此公部門通常不太

會針對「每一個」知情民眾交流意見，當交流條件不存在時，政府便採用科層體

制的做法，善用地方政府權責蒐集各次分區域的民眾意見，而民眾與政府間便能

在自己的社區／社群內，藉由工作坊或是其他集會場合完成交流（Buurma, 

2001），一旦政府能夠善用這些匯集資訊，進而針對交流意見推出適合的政策與

配套方案，這便是成功的行銷交流與社會互動。了解潛在客戶（民眾）想法之後，

善用政策行銷工具便是相當重要的步驟，一旦讓民眾了解政策與自身利益切身相

關，當前推行的政策必然會受到利害關係人的重視，Buurma（2001）曾針對如何

善用政策行銷工具有詳盡的說明： 

一、必須在行銷參與的過程中清楚區別利害關係人，以及他們的興趣。例如支持

者、聯合製作人、客戶（消費者或民眾）等不同角色。 

二、行銷組合（marketing mix）意義在於配對並管理「支持與反饋」的品質層級。 

三、在配對的過程中，民眾意願與需求模式是相當重要的基礎。 

四、市場區隔是一個可預期的差異化需求模式方法。 

五、行銷資訊系統包含市場調查，用以確認不同市場區隔的特點。 

六、可以採用相關行銷與限制性行銷方法。 

七、要求民眾展現社會行為，以作為公共服務的回報，蒐集市場價格資訊並且作

為比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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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擬訂行銷組織與策略性行銷計劃。 

上述八點不難理解政策行銷顧慮的面向其實遠比我們想像的複雜，筆者認

為，政策行銷除了必須做足原本民間企業行銷的功課之外，還必須顧及公部門特

殊的公共特質，才有可能在百花齊放的行銷資訊當中立足，換言之，如何藉由市

場區隔（marketing segmentation）以及差異化策略（differentiation strategy）喚起

民眾對政府政策訊息的關注，都是政策行銷可考量的方向。 

虛擬代言在商業行銷上的應用已經相當成熟，這類虛擬角色對民眾來說並不

陌生，而多數民眾在消費行為上也確實受到動態圖像與虛擬角色的影響，進而產

生不同的消費行為。能讓民眾對於一個創造性角色產生共鳴，並且喚起心中的情

緒寄託與吸引，在學理上被稱作「移情作用」。 

一、 移情作用 

移情作用在心理學界被視為普遍的人際現象（Andersen & Berk, 1998），曾有

學者認為移情作用概括而言即是「個人對重要他人之情緒、期望、態度，被轉移

到另一個人身上，使得新關係在某些方面成為舊關係之翻版（陳金定，2009）」，

這樣的轉移過程被用來解釋一個人在遇見新的人、事、物時，個人對這項新人、

是、物的情感訊息為何，而這樣的情感變化過去被稱作「模式觸發效應（schema-

triggered affect）」，隨著時間遞移，逐漸有學者採用「表面效應（facial affect）」來

解釋移情作用的轉化過程（Andersen & Berk, 1998）。 

透過代言人的廣告途徑，以及促使民眾使用產品或服務的過程，某種程度也

是在塑造民眾心中「名人代言與廠商產品劃上等號」的印象（Biswas, Biswas & 

Das, 2006），這樣的轉化過程驗證，在過去也有學者用以測量名人代言知名品牌

對受試者態度的變化，並且刻意分別針對「代言人」以及「被代言品牌」給予負

面訊息，發現受試者對於「代言人負面訊息」的移情作用效果，負面情緒顯著性

遠強於「被代言品牌負面訊息」的移情作用（White, Goddard & Wilbur, 2009）；

其實，移情作用當中對於名人代言的討論，最早是建立在傳播理論

（communication theory）以及文化轉移（cultural theory）之上。 

在操作化定義方面，著重的焦點在於名人代言如何藉由單向的訊息傳遞，使

民眾產生移情作用，形塑移情作用的依據包含支持者、信譽、吸引力（包含熟悉

程度與喜歡程度）三個要素（Halonen - Knight & Hurmerinta, 2010），學者認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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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這三個要素的作用，民眾才會藉由代言人的角色產生對品牌的移情作用；然而

正如同上段所說，名人代言的風險對於一間廠商來說其實具有極大的不穩定性，

例如名人偷腥、犯罪、使用毒品等負面訊息突然被批露，民眾負面情緒的觸發效

應被啟動，當中的機轉過程便會直接影響民眾對品牌的感受（White, Goddard & 

Wilbur, 2009），當民眾的既定印象被限縮，腦海中的概括圖像基本上就已經完成

定型，成為意義束縛的關鍵。 

（一） 意義束縛 

換言之，就行銷技術來說，最害怕的狀況並不是品牌砸壞自己品牌的名聲，

而是怕代言者的突發負面訊息，砸壞自己品牌的名聲，一旦民眾的負面移情作用

被觸發，民眾對品牌的忠誠度與信任度就會面臨相當程度風險，而這樣的預期心

理也使私人企業不得不擔心名人代言所帶來的風險。畢竟以社會認知的角度來

看，移情作用的轉移過程決定後續民眾對於一項品牌、產品、或服務的觀感，這

些轉移過程會在一個人的腦袋中形成一個概括圖像，進而在日常生活中發揮重要

作用，有學者將這樣的意涵稱之為「意義束縛（bundle of meanings）」（White, 

Goddard & Wilbur, 2009）。 

簡言之，意義束縛即是人們過去對代言人的移情作用（不論是正面或負面變

化），也延續到人們對代言人將來的觀感，在意義束縛的作用下，人們會產生移

情作用，進而隱約的將意義轉移到對產品的看法。因此，如果為了避免名人代言

所產生的風險，勢必得找出另一套方案來解決這樣的問題，採用虛擬代言（avatar 

endorsement）或許是避免上述突發負面事件的解決方案，畢竟虛擬代言是被形塑

出來的產物，他的形象以及意義束縛如何變化，一切都操控於虛擬代言設計者以

及幕後廠商手中，因此在測量構面上，筆者也必須借助實驗設計，模擬幕後廠商

對受試者施予適當刺激，才能了解民眾對於代言人「從無到有」，「從有到認知」

的知情過程，以探討民眾移情作用的態度變化。 

（二） 自我察覺 

在移情作用當中，另一項必定會被提起的叫做自我察覺（self-awareness），自

我察覺可以分為「公共自我察覺、周遭自我察覺、以及私下自我察覺」，公共自

我察覺及周遭自我察覺的特性，在於注意到有哪些自我被呈現在他人面前，以及

周遭環境對自己有何影響（例如，身體特徵和表達方式）；私人自我察覺則是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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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自己內在以及對自己內在情緒的關注（例如回憶和身體樂趣或痛苦的感受）

（Govern & Marsch, 2001），屬獨立個體內心對於自己行為上的感受。 

過去亦有學者論及可以通過指令來引導個人的想法和自我察覺（Webb, 

Marsh, Schneiderman & Davis, 1989），而對於政策行銷與政策代言人能否產生民

眾的移情作用，就牽涉到民眾得知政策行銷訊息以及虛擬代言角色圖像產生的想

法與感覺為何，這類的自我察覺過程有相對明確的測量指標，可以提供後續實驗

設計參考，例如（Govern & Marsch, 2001）： 

1. 測量當下對周遭環境的注意力。 

2. 測量當下對自己身邊的人事物能否清楚掌握。 

3. 測量當下對自身內心的掌握程度。 

4. 測量了解自我內心想法的程度。 

5. 測量關注自身表現的程度。 

6. 測量對自我察覺得看法。 

7. 測量反思生活的能力。 

8. 測量關心他人對我的看法。 

 

若藉由上述測量得知受試者對各項指標程度均偏高，則可以了解受試者的自

我察覺程度越強，在先前亦曾提到可以通過指令來引導個人的想法和自我察覺，

是故，藉由此指標來檢測民眾的自我察覺，搭配對民眾意義束縛的檢測，便能得

知民眾在接觸虛擬代言過程中的移情作用態度變化。至於提高民眾移情作用之

後，能否成功喚起民眾對於過往經驗或是其他情感連結，就有賴藉由「自我指涉」

檢驗。 

二、 自我指涉 

自我指涉是企圖喚起消費者對於「過往經驗相關記憶」的過程，進而將其記

憶與品牌、產品、或服務產生連結，另一方面，當此情感投射到審美對象時，便

會產生移情作用（廖世義、黃鈺婷、譚子文，2009），若受到廣告或是推銷手法

增強，則能使消費者對行銷手法產生正面情緒（江啟先、耿慶瑞、鄭弘毅，2014），

促使自我認同（self - endorsement）情緒產生（Ahn & Bailenson, 2011）。要達成

自我指涉效果可透過下列不同途徑（Debevec & Romeo,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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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案式自我指涉 

文字是強而有力的傳達工具，他不但能完成資訊傳遞的功能，也能夠藉

由口語化的方式提升自我指涉效果，例如在文案當中善用「我」這個詞彙，

取代「你」或是「你應該」，即可提升說服力與吸引力。這樣的訊息傳遞一

旦產生共鳴，便有可能達到口耳相傳的效果。在文字應用策略上，必須專注

在「產品（政策）／服務效益」、「典型使用者的活躍性與特徵」、以及「觀

眾直接反映」上，這些文字敘述除了能夠提升民眾關注外，也能帶動群眾情

緒。 

（二） 圖像式自我指涉 

圖像是刺激關注度與喚醒記憶的強大工具，宣傳圖像上時常會以目標族

群生活為主題圖像，其目的在於讓閱讀者與圖像當中的事件、當事人產生連

結，此舉不必經過文字陳述，便可達到自我認同的效果。然而圖像式自我指

涉卻也是風險最高的宣傳方式，一旦讀者對於此圖像沒有深刻感受，或是認

為與宣傳項目並無明確關聯時，很可能就會錯失為自己多加說明的機會，嚴

重者，若讓讀者感到反感或不悅，整個行銷便會產生負面效果。 

 

從上述可以發現要達成自我指涉效果，其實與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宣傳手法類

似，然而，如何得知民眾確實有產生自我指涉效果，就必須借助相對明確的測量

方法，測量自我指涉的面向，主要由三個概念匯集而成（Debevec & Romeo, 1992）： 

（一） 廣告的自我指涉（self-referencing of advertisement） 

此構面目的是測量民眾對一項產品或服務的圖文宣傳感受，其關注焦點

在於了解廣告能否喚起民眾對產品或服務的個人實用性與個人利益思維，曾

有研究嘗試測量兩性消費者對於人像廣告設計形式有何態度差異，結果發現

「僅展示產品」的無頭人像廣告對於民眾多半不具顯著吸引力，但未經過裁

切的全身人像廣告對於民眾都能產生正向反應，而尤其是男性消費者對於女

性未裁切全身廣告圖像更能產生自我指涉效果；但在女性消費者方面，僅展

示產品或服務就有機會勾起她們的自我指涉效果（Berg, 2015）。這篇研究告

訴我們廣告宣傳的設計樣式對於自我指涉有相當大的影響，就男性潛在目標

族群而言，如果一項產品或服務僅是藉由抽象圖樣加上一些說明文字，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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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群體或許仍有吸引力，但其吸引程度絕對不如將「生命」這項元素融入進

廣告宣傳當中；對於女性潛在目標族群而言，圖像是什麼未必重要，重要的

是如何用淺顯易懂的設計討她們歡心。 

在上段，我們採用「生命」這個詞彙來說明廣告宣傳的設計元素，而不

是用「人像」的原因，在於目前已有大量實證經驗證明，除了將產品或服務

與「人」這項元素融合進行宣傳之外，「動物」圖像化的廣告設計其實也有

很好的自我指涉效果，其細節將在下一節介紹。 

（二） 產品（政策）的自我指涉（self-referencing of product） 

其目的是在測量民眾對於這項產品（政策）是否有切身相關的感受，與

上一構面不同之處，在於本段的焦點關注在實際接觸產品或服務當下的感

受，並且覺得實際接觸情況與先前看到的宣傳內容相符。其實這項構面不論

是對政府組織或是民間企業而言，都是相當重要的項目，重點在於民眾看過

民間企業的廣告宣傳後，對於產品或服務便產生既定印象，實際體驗過後也

必然對產品或服務有所評論，這當中的態度差異，便是後續能否觸發下一階

段的自我指涉分享效果最大變數之一。公共政策行銷同樣也必須顧慮到這樣

的問題，若宣傳內容與實際接觸的感受相符，除了能強化民眾對政府信心，

對於政府形象也有所助益，但若「服務項目」與「宣傳內容」與「民眾心理

預期」三者之間落差過大，原有的行銷包裝就有可能成為後續政策推廣的絆

腳石。 

（三） 嘗試／服務（try / serve） 

此構面目的是測量人們有無可能在看過行銷宣傳之後，想像自己嘗試該

項產品（政策）或服務，並介紹該產品或服務給親朋好友，算是自我指涉項

目當中最後一個構面。如果政策宣傳能夠達到一傳十，十傳百的效果，基本

上就已經符合宣傳目的，但要能夠讓宣傳訊息轉化成實際行動，可能是另一

種層次的行為，曾有學者針對類似議題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受試者對個人社

交網頁上的橫幅廣告所展示的品牌有更強烈的好奇心，進而促使網友們對這

項產品或服務躍躍欲試。 

這類途徑所產生的效果並非其他通路能夠比擬，學者認為，這種自動自

發的自我指涉效應，是由廣告促使「自我」和「廣告品牌」間的隱性關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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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Perkins & Forehand, 2012）。換言之，自我指涉有時不需要刻意的藉由

實體通路宣傳，即使當新的刺激手法被簡單地呈現出來，一旦其內容接近過

去相關內容時，也可能達到相同效果，更甚者，藉由當前社群網路傳播力量，

好的公共政策也有機會藉由此途徑快速散播開來。 

 

簡言之，行銷能否成功激起民眾的興趣與情緒，其關鍵在於推廣模式能否喚

起民眾心中的記憶，並且藉由視覺感官與民眾心中的美感／美學產生共鳴（廖世

義，黃鈺婷，譚子文，2009），關於美感／美學的問題，這確實是長年政府為人

詬病的議題，過去我們時常批評政府欠缺美感，政策宣傳手法八股無趣，其原因

除了缺乏經費等等理由之外，不外乎就是政府在過去並不認為自己需要花這麼多

時間精力去經營「行銷」領域。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政府也逐漸意識到再不專注行銷，很可能會淹沒在資訊

洪流當中，難以獲得廣大民眾對於政策推行的認同，因此政府除了從過去的政策

行銷著手改良之外，也逐漸學習民間企業的行銷方法，尤以圖像式行銷成為近年

主流，因此圖像式行銷的虛擬代言便是在這樣的潮流下興起的行銷手法。若能藉

由虛擬代言讓民眾產生「自己也能在這樣的政策或公共服務下，獲得與圖像中角

色一樣的美好生活」憧憬，那麼民眾對於政策或公共服務的認同就有機會提升。 

三、 自我認同 

自我認同其實是從自我指涉衍伸而成的測量概念，是了解閱聽大眾對產品或

服務感受非常有利的工具，自我認同即是將顧客與行銷廣告、描述對品牌、產品

或服務認同感加以融合，並且尋求觸發民眾對此品牌、產品或服務有身歷其境感

受的方法（Ahn & Bailenson, 2011），過去對於自我認同的研究源自於名人專家代

言效果，一旦名人專家代言的專業知識、可信賴度、以及吸引力能夠廣泛被民眾

所接受，民眾對於代言產品的認同效果就有可能加深，其中，吸引力

（attractiveness）受到每個個體的生心理狀態所控制（例如聲望與圖像的感染力），

產生不同的效果（Lord & Putrevu, 2009），過去研究也指出名人圖像與產品圖像

的連結確實能夠對消費者產生正面影響，在實證研究上，名人代言對民眾產生產

品或服務認同感確實有所助益（Choi & Rifo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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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對於名人代言政策行銷的相關研究已有所著墨，但對於虛擬代言這類的

新興代言手法並沒有詳加討論，此外，相較於民間企業，政府多半無法取得充裕

的政策行銷經費與預算，因此對政府政策推廣來說，虛擬代言比起名人代言更顯

重要，也是一個值得把握的趨勢，所以檢測民眾是否對政府政策或服務有身歷其

境感受，或是了解此群體的感受程度，就成了非常重要的課題。根據過去實證分

析，民眾對虛擬代言及相關的圖像行銷確實有明確的反應跡象，虛擬代言角色必

須被設計得與顧客樣態相符，才有機會從中提高民眾對於品牌或服務的購買、使

用意願，而身歷其境的視覺環境也會有類似效果，Ahn 與 Bailenson（2011）藉由

自我指涉概念，建立一套相當清楚的使用者自我認同測量方法，測量面向主要可

分為三個概念： 

（一） 品牌態度（brand attitude）－喜好程度 

目的是在測量使用者對產品或服務品牌的「喜好程度」，並且嘗試了解

使用者對產品或服務品牌有何種情感描述。使用者態度對一項產品或服務品

牌而言都是重要的反饋角色，藉由了解民眾使用偏好以及對品牌的態度，能

夠提供服務端／生產端以此為依據，改變服務方式或內容，以追求使用者的

喜好。 

在政府各式各樣的服務中，也必須有此操作模式才能了解民眾的使用心

得與意見，尤其政府公營事業單位所提供的公共服務品牌，更必須注意這方

面的訊息（例如鐵公路空海運等交通事業、油品事業、電器能源事業等項目），

最常見的操作模式除了製作政策或形象宣傳之外，設立意見回饋管道也是效

蒐集民眾意見的方式之一，例如借助市府信箱、社群網絡、行動裝置應用程

式的回報機制，都是能得知使用者對於政府服務品牌的態度。 

（二） 使用意向（purchase intention）－使用、購買意願 

這是自我認同指標當中依變項的測量概念，其目的在於了解使用者看到

廣告後，「使用」及「購買」相關產品或服務的意願與思考邏輯為何，此部

分在過去公共政策研究領域當中，實際操作化層面較鮮為人談，除了不易測

量民眾的「實際行為」之外，另一個問題在於「意願」與「行為」之間可能

存在測量落差，因此在本次調查當中，筆者僅能就民眾的「使用、購買意願」

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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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往的研究調查中，學者將使用意願與購買意願融合成「使用意向」，

只是筆者認為就本次調查來說，「使用」大眾運輸與「購買」大眾運輸虛擬

代言的相關周邊商品其實不能混為一談，因此在依變項設計上為了能夠明確

測量「當自我認同產生態度變化時，使用意願或購買意願也同步產生變化」，

使用意向的代理變項將分為「使用意願」以及「購買意願」，以利獲得精確

的分析結果。 

（三） 品牌聯想（brand association）－吸引程度 

目的是測量使用者考量自身需求時，會最先想到哪一個產品或服務品

牌，或是在能夠選擇眾多品牌的狀況下，使用者會最先被何種產品或服務所

吸引，品牌的「吸引程度」強，就會成為消費者品牌聯想的優先選擇。以本

次研究的交通事業主題論之，多半因能提供大眾運輸服務的政府機關或民營

業者較為稀少，屬於行政型獨佔性質（例如捷運系統）或是寡佔性質（例如

聯營公車），因此品牌數量通常不比其他商業領域多元，此時，若要求民眾

對特定大眾運輸服務說明最基本的「品牌認知」似乎就有困難。 

例如，同樣是臺北都會區的大眾運輸公共服務，一般民眾可能因為硬體

建設規模以及市場獨佔等種種原因，對臺北捷運（Metro Taipei）這個大眾運

輸品牌較為熟悉，但對於同樣是臺北都會區的聯營公車運輸品牌－大都會客

運（Metropolitan Transport Corporation），民眾對該品牌印象就會比較陌生，

甚至會與其他聯營公車業者產生混淆，畢竟對民眾來說，他們最熟悉的就只

是公車路線號碼，提供服務的業者是誰其實不太重要，因此，在公共服務場

域中，要使民眾產生品牌聯想，除了經營業者必須走向差異化策略外，也必

須採取其他令人耳目一新的作為，虛擬代言便是創造此機會的方法之一。 

第二節 公部門虛擬代言發展歷史 

歷史上虛擬代言最為人稱道的即是美國森林保護局 Smokey Bear，該角色除

了採用真實動物重繪作為森林火警注意事項宣導之外，也被政府設定為「參與露

營用火教育宣導政策」的最佳代表。1950 年春天，新墨西哥州開普頓山區（Capitan 

Mountains）發生森林火警，30 多名消防員滅火的同時發現一隻幼熊受困火線，

因而順勢救了這隻孤兒幼熊，此事件在經過媒體報導後，新墨西哥州政府從上到

下與民眾開始將焦點關注在這隻幼熊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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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Smokey 獲救後歷史照片（左）。早期卡通圖像化後的 Smokey（右）。（圖源：

https://smokeybear.com/） 

此時新墨西哥州狩獵監督官員（Game Warden）寫信給森林保護局（Forest 

Service）局長，希望能將幼熊身世作為後續林火防治的宣傳材料，很快的，這隻

熊即被命名為 Smokey，政府機關便以此角色重新畫出卡通版 Smokey Bear，並以

「Remember - Only you can prevent forest fires」作為虛擬代言角色林火防治政策宣

傳口號。隨著時間遞移，Smokey Bear 這個角色仍於公共政策與政策行銷領域口

耳相傳1。 

  

圖3. Only you can prevent wildfires 宣傳海報（左）。Smokey Bear Hug 宣傳海報（右）。（圖

源：https://smokeybear.com/） 

                                                 

1 虛擬代言圖像與解釋文字資訊來源：The Ad Council（2016）。Story of Smokey，閱覽日期：2016

年 07 月 08 日，取自：https://smokeybear.com/en/smokeys-history/story-of-smo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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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行銷與推廣領域中，Smokey Bear 之所以被公共行政界廣泛討論的原

因，除了政府不斷善用該角色於不同媒體管道建立創新行銷手法（例如推出札記

本、各年齡層校園教材、電視廣告、Facebook、YouTube 等社群網絡）增加曝光

度外，近年更推出「Smokey Bear Hug」活動，拍攝一系列宣傳短片，表示 Smokey

對大眾重視林火防治的感謝2。此舉不但加深民眾對於該角色的識別度，更有助

於強化此虛擬代言在民眾心中的角色設定、核心價值與理念傳遞。對於長期從事

山區露營活動，或熱愛山林與珍稀物種的民眾而言，沒人希望山明水秀之地一夕

之間被一把火毀滅殆盡，當民眾將山林之美以及對於自然的憐愛投射到虛擬代言

角色時，這樣的行銷手法便容易達成目標。 

虛擬代言的出現除了協助關心政策議題的民眾重新檢視政府政策理念，凝聚

向心力之外，也將政策理念採取活潑生動的模式推廣於世，此舉倘若成功喚起長

期關心此議題的固有群眾「自我指涉」與「自我認同」意識，那麼虛擬代言就能

成為政府政策與服務的傳遞橋梁，公共政策核心價值以及理念也能藉此行銷途徑

散播開來。 

無獨有偶，日本國近年為振興觀光產業，各地方政府也同樣推出大量的虛擬

代言作為攬客號召。最著名的案例即是 2011 年誕生的 Kumamon，一個以熊本市

（くまもとし，Kumamoto - shi）發音為基礎而建立的虛擬代言角色，原始角色定

位係因九州新幹線通車而創造，但後期因經濟效益持續擴張，廣受老中青三代歡

迎，進而成為九州熊本市的最佳代言人，如今熊本熊的經濟產值已經超越千億日

圓。 

                                                 

2 虛擬代言圖像與解釋文字資訊來源：The Ad Council（2016）。Story of Smokey，閱覽日期：2016

年 07 月 08 日，取自：https://smokeybear.com/en/about-wildland-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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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Kumamon（圖源：日本時報） 

2016 年，熊本強震侵襲日本國九州期間，熊本熊亦扮演孩童心靈輔導以及

災害防救角色3，由此可見日本國已將虛擬代言擴大使用領域，企圖使虛擬代言

能與民眾產生實質互動，建立起自我指涉與自我認同的正面影響。從上述案例觀

察不難發現虛擬代言成功的共通點，除了吸引民眾注意之外，最重要的在於如何

將「核心價值與民眾記憶」產生共鳴。 

第三節 虛擬代言於我國的應用與挑戰 

隨著時間推進，我國政府機關也逐漸嗅到虛擬代言行銷成效可能遠比耗費大

筆資金請影視名人代言來得有效，當今以虛擬代言作為公部門政策行銷手法最著

名的案例，也是本次研究的主題，應屬高雄市捷運系統為推廣該市大眾運輸乘車

文化與禮儀政策，與民間電腦繪圖師合作共同創造的「高雄捷運少女

（K.R.T.GIRLS）」，其創造角色分別依照旅客乘車會遇到的四種服務人員屬性進行

角色設計，原始設計用意在於提倡「請勿於車站及系統內飲食」以及「關門警示

音響起請勿強行進出車廂」等捷運乘車禮節宣導，因其設計屬性與大眾運輸服務

核心價值極度契合，因此不論高雄捷運乘客甚至是一般高雄市民對其印象都頗為

深刻。也因高雄捷運少女虛擬代言角色的誕生，高雄捷運借力使力推出大量周邊

                                                 

3  虛擬代言圖像與解釋文字資訊來源：The Japan Times（2016）。Kids rejoice as bear mascot 

Kumamon makes first appearance since quakes，閱覽日期：2016 年 07 月 08 日，取自：

http://www.japantimes.co.jp/tag/2016-kumamoto-earthqu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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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創造經濟「年產值」估計已可超過千萬元4，對於列車系統旅運量與自償率

連年虧損的高雄捷運而言，是一筆不小的進帳。 

  

圖5. 高雄捷運少女（K.R.T.GIRLS）虛擬代言角色（圖源：感謝好友李城星提供照片） 

隨著時間推演，高雄捷運公司借助虛擬代言角色的親民形象，不斷給予角色

更寬廣的發展空間，逐漸突破原有的「服務人員屬性」，與其他高雄市政府機關

以及民間文創公司共同合用此虛擬代言角色，使其走向「觀光代言」、「城市形象

行銷」、甚至是跨足「反酒駕政策宣導」的方向。 

同樣是軌道運輸服務的臺北捷運系統，則是朝向不同虛擬代言風格邁進，過

去曾有研究發現孩童對於圖像有極高的反應性，且對於圖像一旦產生認同，也會

產生強烈的自我指涉效果（Ahn & Bailenson, 2011），臺北捷運公司近年推行的捷

運文化宣傳大使－麻吉貓（Maji Meow）便是以卡通化的貓虛擬代言為主題，由

於主打政策是以「親子友善專區」的乘車環境，因此捷運公司亦找上民間電腦繪

圖師合作，希望在捷運系統內提供親子、孕婦及推嬰兒車等旅客更友善的乘車服

務，臺北捷運公司自 2015 年 12 月 12 日開始，將松山新店線 27 部電聯車第 3 節

車廂第 4 個車門、至第 4 節車廂第 1 個車門的區域，規劃為「親子友善區」，讓

博愛座及博愛電梯「關懷禮讓」的概念更為延伸5，淡水信義線亦在 2016 年底逐

步劃設親子友善專區，提升捷運公司安全、便捷、友善的服務形象。 

                                                 

4 虛擬代言圖像與解釋文字資訊來源：蔡孟妤（2016）。高捷少女萌翻天，一年帶來千萬收入，閱

覽日期：2016 年 07 月 10 日，取自：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703690 
5 虛擬代言圖像與解釋文字資訊來源：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2016）。先別管抓寶了！快

到臺北捷運車廂與「麻吉貓」相見歡吧！8 月 19 日起大小麻吉貓在松山新店線陪你趴趴走！，

閱覽日期：2016 年 09 月 08 日，取自：

http://www.metro.taipei/ct.asp?xitem=214581777&CtNode=70050&mp=12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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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捷運公司為了讓此角色更廣泛應用，亦將此角色投入在乘車禮儀政策

中，同時積極爭取業外收入，藉此虛擬代言開發周邊商品，例如智慧票卡卡貼、

卡套、絨毛布偶、絨毛吊飾等品項。 

 

圖6. 臺北捷運文化宣傳大使－麻吉貓（圖源：筆者於臺北捷運文湖線拍攝車廂內宣導看板影

像） 

  

圖7. 臺北捷運文化宣傳大使－麻吉貓（圖源：左圖來自臺北捷運公司網站，右圖為筆者於臺北

捷運商品館拍攝商品影像） 

在公共服務領域，政策行銷的概念比起民間企業行銷更為嚴謹，有論者便認

為若只懂得利用行銷工具而沒有行銷理念，這並不算是行銷，尤其是在公共領域

以及公部門當中，政策行銷並不完全是為了金錢交易而存在，也時常包含無形的

服務以及理念交換，甚至是為了社會整體福祉所做的推廣策略（蘇偉業，2008）。

前項論述不難看出政策行銷與企業行銷不同之處，在於它具有公共服務、公共利

益導向的特性，而作為政府經營的臺北捷運公司與高雄捷運公司確實善用此特

性，創造出一套不同於以往「拍攝形象影片」或是請「名人、素人市民代言」的

政策行銷差異化途徑。此外，將固有的行銷策略納入「開放政府（虛擬代言圖像

與形象授權予以合理範圍使用）」以及「促進民眾參與（委請民間電腦繪師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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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想後續代言角色的應用）」的思維，增加「夥伴（partnership）」代理要件不但

使政府政策更廣為人知，同時也讓政府政策藉由民間力量在市場中順利推廣。 

另以臺北市政府資訊局為例，該局業務長年推廣「臺北市無線網路服務」、

「市政雲端服務」以及「.taipei 頂級網域服務」，其服務品質備受使用過的市民肯

定，至今已逐步推廣至全體市民手中，為使臺北無線網路服務更能深入全市各個

角落，該局亦在近年自主設計以業務推廣為導向的虛擬代言角色「230」，其背景

角色基本設定為一名來自外星球的女性，來到臺北市進行「實習」。結合其角色

性質，資訊局利用該虛擬代言於 2015 年 8 月執行「智慧臺北，全民參與」展覽

活動，並且藉此推廣臺北無線網路聯盟以及頂級網域服務。 

 

圖8. 臺北市政府資訊局 230 虛擬代言角色（圖源：臺北市府資訊局） 

在此展覽過後，有九家民間公司願意參與臺北無線網路聯盟6，使臺北無線

網路基地臺瞬間激增至 9000 座以上，造福 3,289,525 臺北無線網路用戶得以在臺

北市內享受更便利的上網服務。另一方面，亦有 630 個原本採用傳統.com.tw 的

網站正式變更其網域，成為.taipei 頂級網域成員，在這些業務推廣過程，虛擬代

言 230 從未缺席，也因為該角色是臺北市政府首個自創角色，因此市政府也打算

將其應用於多元化領域中，例如除了與資訊局業務相關的開政資料（open data）

推廣、智慧城市、愛臺北（i Taipei）市政雲端化服務之外，也嘗試將其重新形塑，

                                                 

6 虛擬代言圖像與解釋文字資訊來源：臺北市政府（2015）。「臺北無線網路聯盟」服務 10 月

10 日上線，首波提供無線網路服務商家搶先發布，閱覽日期：2016 年 10 月 09 日，取自：

http://www.gov.taipei/ct.asp?xItem=123182268&ctNode=5158&mp=1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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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至 2017 世界大學運動會形象宣傳，以及臺北捷運系統無線網路「230 WiFi

服務」7，嘗試提升該虛擬代言角色能見度。 

然而，虛擬代言如何存續發展並且妥善經營，都是一項不易之事，以過去臺

灣各政府機關設計虛擬代言或是吉祥物之經驗，多半無法掌握「美感／美學」，

因而錯失將數十萬設計公帑永續經營創造更高附加價值的機會。隨著生活壓力增

加，忙碌之餘民眾更會注重心靈愉悅以及感官豐富的視覺享受，換言之，訴諸顧

客（民眾）的美感和情感需求是相當重要的（廖世義、黃鈺婷、譚子文，2009），

死板無趣的公共政策行銷只會讓民眾產生視覺抗拒。 

以上述「高雄捷運少女」、「臺北資訊 230」、「臺北捷運麻吉貓」三種虛擬代

言角色的案例論之，其客戶族群多半以年輕人為主要行銷方向，因此，前兩者採

用女性虛擬代言角色應能成功達成服務與消費者產生共鳴，然而並非所有公共政

策與服務都是以「特定族群」為服務對象，公共政策與服務的特性在於「公共性」，

若以特定族群的心理執行公共性質的政策行銷，可能使行銷成效大打折扣，此現

象亦成為臺灣執行虛擬代言的困境與挑戰。 

 

第四節 虛擬代言的機轉效果 

如何抓住「絕大多數」民眾的審美觀，又同時吻合民眾對於公部門的期待著

實不易，雖然民眾對於行銷的認同尺度隨著社會風氣日漸開放有不同的思考模

式，但是對於公部門的政策行銷而言，民眾對於政府的「創新行為」是否能全盤

接受，至今不論是實務界、學界皆尚未能釐清，當前公部門似乎僅能依賴經驗法

則，在有限的公共資源、公部門內的保守風氣、民眾的期待感、民眾對公部門的

既定印象等邏輯當中找出均衡點，而行銷管理當中不可或缺的美學以及自我認同

等等要件，也就難以被公部門學習。 

行銷之術源自於企業管理，新公共管理固然期盼公部門向企業學習，然而，

就行銷學而言，當前公部門最難突破的挑戰在於如何將企業美學（corporate 

aesthetics management, CAM）（Schmitt etal., 1995）轉化為公部門美學。虛擬代言

                                                 

7 虛擬代言圖像與解釋文字資訊來源：臺北市政府（2016）。全臺首發 2 輛「捷運 Wi-Fi 230」

松山新店線列車來了，閱覽日期：2016 年 10 月 13 日，取自：

http://doit.gov.taipei/ct.asp?xItem=229448892&ctNode=5582&mp=1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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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成為串聯上述視覺要素的主要原因，在於它能夠作為轉化民眾印象的良方，

公部門當前雖然嘗試創造虛擬代言，但在美學層面似乎顯得分身乏術，仔細推敲，

不難發現分身乏術的原因，可能與公部門學習企業美學的執行過程無法抓到機轉

關鍵因子有關。 

企業美學之所以能在行銷過程如此成功，即是策畫行銷過程中，歷經相當縝

密的規劃，在尚未將行銷模式以及虛擬代言形象公諸於世之前，早已將產品、廣

告、公司符號等視覺要素統合起來，以利後續作為系統性的策略應用。最傳統的

代言案例通常會以化粧品行銷作為舉例，化妝品廣告之所以歷久不衰，其原理在

於民眾看到代言人使用化妝品過後，美容效果顯著，因此也將這樣的效果移情與

指涉在自己身上，進而產生購買意願；虛擬代言也能產生同樣的效果，而私人企

業也深知如何將企業形象藉由行銷方法，使廣大消費族群產生認同感，最著名的

實際例證莫過於統一超商集團的「Open！家族」，以及全聯中心的「福利熊」，兩

者皆是採用虛擬角色讓民眾產生日常生活中的認同感，進而促進民眾消費意願。 

借助過去的研究，Ahn 與 Bailenson（2011）藉由自我指涉概念，建立一套相

當清楚的使用者自我認同測量方法，當中包含測量使用者對品牌的態度（brand 

attitude），能否對品牌產生聯想（brand association），了解宣傳目的（purpose）為

何，甚至是詢問使用者的購買或使用意向（purchase intention），其實這樣的測量

方法已相當程度的反應出行銷應該注意「使用者反應與想法」，而不是如同公部

門過去創造的虛擬代言僅是為了單一政策、服務、活動所臨時設定的「吉祥物」，

相對欠缺長期縝密規劃出虛擬代言策略，致使公部門從過去到現在的虛擬代言皆

面臨難以永續經營的問題。 

綜觀上述要件，不難理解為何高雄市政府推出的虛擬代言除了能夠做為交通

運輸政策宣導外，也可以為高雄大眾運輸創造千萬產值，原因在於高雄版本的虛

擬代言已經成功抓住新世代大眾運輸使用族群的味蕾，而該虛擬代言的公共服務

推廣以及附加價值至今亦難以估計；同樣的，臺北捷運麻吉貓也正依循此模式急

起直追，藉由差異化策略結合民間繪師開發親子「萌商機」的同時，順勢帶入捷

運文明乘車禮儀與友善空間政策；臺北市政府資訊局建立的 230 除了在業務推廣

上有所成就外，近月也逐漸在其他公共服務領域突顯附加價值。簡言之，虛擬代

言其實是政策行銷當中的一種行銷手段，因此於公共服務應用除了必須克服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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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行銷挑戰之外，還須審慎思考角色的設計過程如何與多元要素互動，進而產

出一個足以感染廣大族群產生正面情緒的虛擬代言角色。 

上述評析嘗試從過去政策行銷當中論及的「行銷通路」，以及近十年逐漸為

人所重視的「移情作用」、「自我指涉」等面相討論，在這當中不難理解當代社會

的行銷通路已經相當多元，從傳統的廣播、報紙、雜誌、電視媒體，直至近代的

網路、數位匯流、行動社群等等，都一再顯示出行銷途徑早已不像過去封閉，動

動手指就能將訊息傳遞給不同客群的年代，行銷重點已經從過去探討「如何成功

推廣」走向「如何成功引人注目」，畢竟自我指涉效果不是「刻意」或「有意識」

的產生，而是促使人對於一個創造出來的虛擬人事物產生情感（Ahn & Bailenson, 

2011），在此情勢下，虛擬代言確實比起真人代言更能有發揮與創作的空間。只

是，在思考「如何成功引人注目」的同時，還必須同時思考公部門自身產品與服

務的核心價值其實並不容易，當核心價值無法藉由虛擬代言產生自我指涉效果

時，這樣的代言設定必然遭受廣大消費者（民眾）挑戰。 

公部門雖然學習企業經營的模式，但若要將虛擬代言的創造精神轉移到公部

門身上，就必須符合「公共服務、公共利益導向」的特性，單純思考「如何成功

引人注目」可能會落入顧此失彼的問題，例如企業能單純以「商業利益考量」創

造出清涼的角色吸引目光增加曝光度，但公部門必須立足於「中庸之點觀全局」

的姿態，創造出符合眾人口味卻又不失格調，還得同時符合公共服務核心價值的

虛擬代言角色。說到此，不禁令人懷疑政府是否真有能力以此途徑設計出適合自

身的虛擬代言角色行銷政策，但不論如何，當前政府已願意邁出嘗試的第一步，

在政府創新意願逐漸升溫的年代，此舉已值得鼓勵與推崇。 

至於如何使政府虛擬代言成為政策行銷中成功的關鍵要角，個人認為依然有

賴推出虛擬代言前的完整規劃與配套方案，並嘗試將虛擬代言角色結合美學要

素，以提升民眾自我認同以及自我指涉效果，同時，與私部門行銷團體建立良好

的合作關係，才有機會讓政策行銷以嶄新面貌走向群眾，讓民眾看見政府公共服

務的核心價值與努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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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受試者招募與實驗流程 

經過前章討論，本研究聚焦探討政策行銷過程當中，政府虛擬代言設計能否

有效提高民眾的「移情作用」與「自我指涉」，進而使民眾有更高的「自我認同」

意願，了解政府相關政策並使用公共服務，另一方面，政府也能藉此機會順利推

展政策資訊傳遞，達到雙贏效果。 

一、受試者招募 

由於高雄捷運虛擬代言是以吸引年輕族群與觀光客為導向，本次研究預期高

雄都會區的捷運系統虛擬代言能夠吸引年輕族群使用大眾運輸相關服務或購買

周邊商品，因此受試者招募以年輕族群為主，以利研究虛擬代言能否成功吸引年

輕族群前往搭乘高雄捷運，或前往高雄都會區旅遊。 

高雄捷運系統目前共有紅線（R）、橘線（O）環狀線（CR）等 3 條路線，共

計 45 座站體，2016 年 8 月份單日旅運量約 18 萬人次。使用高雄捷運系統旅客

性別未有官方公布資料，但根據許瓊文（2010）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發表的研究

顯示，高雄捷運旅客性別分別為男性：38.7%，女性：61.3%，本次研究便以此性

別結構，於國立政治大學內進行受試者招募，招募方式將以學校群組訊息、NCCU

交流版、其他有關政治大學校園社群網站等網路管道招募，自願參與的受試者給

予 NTD50 作為報償。 

二、預期效果 

本次研究預期可分為兩部分。首先，早已知道虛擬代言的受試者，對於相關

檢測問題能順利應答，且能檢測受試者對於虛擬代言的移情作用與自我指涉，若

受試者移情作用明確，則能得到虛擬代言成功提高受試者自我認同的結果；第二，

尚不了解虛擬代言的受試者，經由實驗設計配對分派法給予詳細說明後，獲得詳

細說明的受試者對於虛擬代言的移情作用與自我指涉，比起未獲詳細說明者明

確，若受試者移情作用與自我指涉明確，則同樣能得到虛擬代言成功提高受試者

「正向」自我認同的結果。 

若分析結果符合研究假設且與現況相符，則可認定政府公共事業推廣所採用

的創新行銷手法，已成功提高民眾的移情作用與自我指涉，並且提高民眾認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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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事業推廣的意願；若分析結果不顯著或拒絕研究假設，表示當前虛擬代言對於

政策目標團體吸引力「不明確」或「不具吸引力」，此時必須思考究竟是虛擬代

言當中哪個環節出現問題。 

三、實驗流程 

有鑑於本次研究採用實驗設計方法，因此筆者研究架構配置以實驗流程為

主。首先，若要符合實驗設計精神，則必須先讓受試者參與前測測驗，前測結果

回收分析後，於適當間隔時間後進行後測，便能進行前後態度比較；然而本次調

查礙於執行計畫時間有限，若依照實驗精神執行前後測，兩者時間距離過近，恐

使間隔不足影響受試者的回應，無法獲得客觀結果。 

因此，本次研究便假設「在隨機分派的狀態下，實驗組與對照組不會存在結

構性（如：性別與年級）差異」，在此基礎下直接讓受試者進入實驗流程，以免

前後測相互干擾的可能。筆者根據適性隨機分派原則，將受試者以「是否知道虛

擬代言」進行區分，「知道」的受試者於後續給予相關題目，以檢測受試者知情

程度，倘若受試者於檢測當中回答錯誤，則將歸類為「不知道」；「不知道」的受

試者於後續依照配對分派，決定是否給予虛擬代言詳細說明，以探究「知道」虛

擬代言是否有較高的自我指涉與自我認同的正向態度。詳細說明方式以撥放高雄

捷運公司製播的高捷少女輕軌道安簡介影片，以及讓受試者閱覽高捷少女禁止飲

食、反酒駕宣傳等靜態圖片。 

第二，為求實驗謹慎，必須針對「不知道」的受試者隨機執行樣本分派與配

對，所謂分派，即是針對不知道虛擬代言的受試者，隨機決定是否給予虛擬代言

相關詳細說明；然而，隨機分派的過程中，為了力求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對應，所

以在分派過程當中，也必須立即找出能與實驗組（給予詳細說明者）特徵相符或

近似的對照組（不給予詳細說明者）進行快速配對，為求能在短時間之內完成快

速配對且不易造成配對誤差，筆者將先簡易了解受試者人口資料（例如性別、級

別等基本資料），並以人工紀錄方式，使受試者在隨機分派的同時，仍能完成配

對分派。有關實驗分派與配對方法詳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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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實驗分派與配對表 

是否知道 

虛擬代言 

受試者分派 

知道 
受試者配

對原則 

不知道 

給予詳細說明 

（實驗組） 

不給予詳細說明 

（對照組） 

 
檢測相關

議題 

性別 1. 男性 

2. 女性 

1. 男性 

2. 女性 

級別 1. 學士班 

2. 碩士班 

1. 學士班 

2. 碩士班 

 

第三，分別完成前述步驟後，便給予受試者高雄捷運虛擬代言圖像判別喜好

程度，並依受試者選填的結果重新編碼喜好程度為三類：「喜歡、無感、不喜歡」，

此重新編碼意義在於，喜好程度可作為後續進行移情作用與自我指涉針對依變項

分析時，作為探討不同分派受試者態度變化的重要依據。 

例如，原先對虛擬代言不知情的受試者，經過筆者給予詳細說明後，其虛擬

代言從無到有的概念建構以及態度評比（表態喜歡、無感或不喜歡），對於移情

作用與自我指涉的產生以及後續依變項（自我認同）檢測態度變化都有極大幫助；

倘若事後分析發現，受試者對虛擬代言的概念從無到有，移情作用與自我指涉所

催生的自我認同正向態度也相當顯著，則可表示當前虛擬代言已經成功發揮應有

作用，政府部門可以針對這個結果繼續拓展虛擬代言於政策行銷相關應用；倘若

事後分析發現多數受試者虛擬代言的概念從無到有，移情作用與自我指涉產生不

悅的心理，就必須額外深究當前究竟是哪個代言環節出現問題，使受試者感到不

滿意。 

簡言之，藉由分析受試者變化，我們就能清楚掌握當前年輕受試者對於虛擬

代言的接受度，成為分析當前政策著力點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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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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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藉由前章文獻回顧，我們可以建構出測量受試者對虛擬代言感受從無到有的

態度變化組合，例如「移情作用（自我察覺、意義束縛）、自我指涉」對於受試

者「自我認同（喜好程度、使用意願、購買意願、以及吸引程度）」項目的解釋，

此外，在人口控制變項方面，本次研究採用人口變項以及乘車資訊等相關項目進

行分析，以了解目前高雄都會區捷運系統的虛擬代言角色設定分別會提升那些年

輕族群的認同程度。因此，根據「自變項（移情作用、自我指涉）」以及「依變

項（自我認同：喜好程度、使用意願、購買意願、以及吸引程度）」設定研究假

設，分述如下： 

H1. 虛擬代言的「移情作用」能提高受試者的「自我認同」。 

H1-1. 虛擬代言的「移情作用」能提高受試者的「喜好程度」。 

H1-2. 虛擬代言的「移情作用」能提高受試者的「使用意願」。 

H1-3. 虛擬代言的「移情作用」能提高受試者的「購買意願」。 

H1-4. 虛擬代言的「移情作用」能提高受試者的「吸引程度」。 

此部分主要嘗試驗證移情作用（自變項）對於自我認同（依變項）各項目的

解釋力與受試者態度變化，在先前文獻回顧曾提到自我認同雖是從自我指涉衍伸

而成的構面，但其主要關心的焦點在於測量民眾是否了解宣傳目的，以及了解宣

傳目的後，民眾的喜好程度以及使用相關商品服務的意願有何影響，因此，本次

研究以移情作用為自變項，嘗試測量虛擬代言如何提高受試者的自我認同。 

H2. 虛擬代言的「自我指涉」能提高受試者的「自我認同」。 

H2-1. 虛擬代言的「自我指涉」能提高受試者的「喜好程度」。 

H2-2. 虛擬代言的「自我指涉」能提高受試者的「使用意願」。 

H2-3. 虛擬代言的「自我指涉」能提高受試者的「購買意願」。 

H2-4. 虛擬代言的「自我指涉」能提高受試者的「吸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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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主要嘗試驗證自我指涉（自變項）對於自我認同（依變項）各項目的

解釋力與受試者態度變化，在先前文獻回顧曾提到自我認同雖是從自我指涉衍伸

而成的構面，因此本假設試圖了解不同知情狀態的受試者（不知道、知道、兩群

整體），對於虛擬代言的喜好程度以及使用相關商品服務的意願有何影響，因此，

本次研究以自我指涉為自變項，嘗試測量虛擬代言如何提高受試者的自我認同。 

H3. 受試者不知情的狀況下，給予「詳細說明」能提升受試者的「自我認同」。 

H3-1. 受試者不知情的狀況下，給予「詳細說明」能提升受試者的「喜好程

度」。 

H3-2. 受試者不知情的狀況下，給予「詳細說明」能提升受試者的「使用意

願」。 

H3-3. 受試者不知情的狀況下，給予「詳細說明」能提升受試者的「購買意

願」。 

H3-4. 受試者不知情的狀況下，給予「詳細說明」能提升受試者的「吸引程

度」。 

此部分是想要了解對於虛擬代言毫無了解的受試者，在經過詳細說明的過程

中，對於受到視覺刺激以及其他圖文說明時，所觸發的「移情作用」強度與「自

我指涉」強度對於依變項有何影響；另一方面，也可藉此觀察這些受試者對於虛

擬代言的認知及態度變化，了解虛擬代言對於當前年輕族群的影響力。 

第三節 實驗構面與參考資料對照表 

根據上述研究架構與相關文獻，本次實驗設計構面可分為三大構面，第一構

面是試圖挖掘民眾對虛擬代言從無到有的「移情作用」，此構面包含兩個部分，

分別是移情作用的「自我察覺、意義束縛」，以了解年輕族群看到虛擬代言後的

態度變化，本構面問題共計 14 題；第二構面是測量民眾的「自我指涉」，藉由過

去學者文獻與本次研究主題結合，本構面問題共計 8 題；第三構面是測量民眾

「自我認同」的依變項相關題目，本構面包含四個部分，分別是喜好程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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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購買意願、以及吸引程度，以了解受試者在自我認同層面的不同行為有何

差異，本構面問題共計 9 題。對照表詳見附錄。 

第四節 分析方法 

完成實驗設計流程過後，針對各受試者填答狀況檢視描述性統計，以確認受

試者在不同測試階段的填答狀況，有鑑於本次研究架構與假設具有兩個主要自變

項與四個待檢測依變項，且測量題目及變項之間多半由李克特量表（本次研究設

計採六點量表）測量，因此必須採用順序邏輯迴歸分析（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藉以衡量多重模型配適度指標（Pseudo R2）的顯著性，進而解釋當

前虛擬代言能否針對目標族群產生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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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 

第一節 敘述統計 

本次分析首先針對準實驗設計題項（即是否知道高捷少女為虛擬代言），以

描述性統計了解給予視覺刺激的狀況下，受試者有何種態度變化。本次調查總共

有 121 名受試者參與，其中 56 名受試者宣稱自己知道高捷少女為虛擬代言（表

2），但為了確保受試者是真的知道高捷少女為虛擬代言，因此特別設計「請問您

知道高捷少女是虛擬代言嗎？」一題，藉由「高捷少女」以及「虛擬代言」兩個

關鍵詞讓受試者了解必須同時符合兩個要件，才真正了解高捷少女為虛擬代言。 

表2. 驗證前樣本變化 

 樣本總數 知道者 不知道 

驗證前 121 56 65 

 

然而，為了避免受試者認定自己知道高捷少女為虛擬代言，因此於此題過後，

再設計一道「請問下列何者是高雄捷運目前採用虛擬代言宣傳的政策主題？」的

題目，並且給予四個選項供受試者選擇，分別是「一遊未盡」、「捷運心文化運動」、

「親子友善，關懷禮讓」、「捷運文化及禮儀（禁止飲食、感冒配戴口罩、輕軌路

權宣導等）」，以利重複確認受試者是「真知道」還是「假知道」。經驗證後，僅

有 29 名受試者選擇「捷運文化及禮儀（禁止飲食、感冒配戴口罩、輕軌路權宣

導等）」的選項，是真正了解高捷少女虛擬代言政策的受試者，其餘 27 名先前宣

稱知道高捷少女為虛擬代言的受試者，因選錯答案，所以在分析時被歸類為「不

知道」的群體，為了解「不知道」的受試者在給予視覺刺激後的態度是否有變化，

後續分析將排除這 29 名全知的受試者。 

「不知道」的受試者最終共計 92 名，為了從中隨機分拆實驗組與對照組，

筆者在不影響受試者的狀況下，藉由投擲骰子將受試者分組，投擲基數者給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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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投擲偶數者不給說明，投擲結果為「給予說明」共計 46 名，「不給說明」共

計 46 名（表 3）。 

表3. 驗證後樣本變化 

 樣本總數 知道者 

不知道 

不知道－ 

給予說明 

不知道－ 

不給說明 

驗證後 121 29 
92 

46 46 

 

瞭解上述狀況後，首先筆者首先介紹「知道」及「不知道」的受試者差異，

根據先前驗證，知道的受試者共計29名，不知道的受試者共計92名，在研究假設

的章節，筆者假設受試者在不知道的狀況下，給予詳細說明能提升受試者的自我

認同，虛無假設即是「給予詳細說明與提升受試者的自我認同互為獨立事件」，

針對假設，筆者先分別採用卡方檢定與獨立樣本t檢定進行分析。 

首先，「不知道」的受試者占整體樣本達 76%，給予說明與不給說明各別為

46 人，因此兩群體各別占「不知道」群體百分比 50%。若單純探究不知道這群

體，從表 4 當中可以看到給予視覺刺激的受試者不喜歡此虛擬代言的比例，與不

給予視覺刺激的受試者不喜歡此虛擬代言的比例，同樣都是 19.5%；給予說明的

受試者在經歷視覺刺激後，有 43.5%的受試者喜歡此虛擬代言，反觀，未給予說

明的受試者僅 30.4%的人喜歡此虛擬代言（表 4）；而經卡方檢定（p=0.64）後發

現兩者差異結果並不顯著，故初判給予說明不會提高受試者的喜好程度。 

表4. 是否給予說明與對虛擬代言的喜好程度交叉表 

 不給說明 給予說明 

非常不喜歡 
2 3 

4.3% 6.5% 

不喜歡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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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給說明 給予說明 

15.2% 8.7% 

無感 
23 19 

50.0% 41.3% 

喜歡 
10 15 

21.7% 32.6% 

非常喜歡 
4 5 

8.7% 10.9% 

總和 
46 46 

100.0% 100.0% 

Pearson 卡方 0.64（顯著性） 

 

在進行敘述統計之後，筆者採用獨立樣本t檢定進行分析，如果顯著性小

於.05，Levene檢定就會指出可以假定兩群母體的變異數不相等，若顯著性大

於.05，則可以假定兩群母體變異數相等，在下方列舉的四項題目當中，筆者發現

在t值為2.018，自由度為119，且顯著性水準達p<.05的狀況下，知道高捷少女為虛

擬代言的受試者，確實對捷運系統滿意度具有顯著差異；同時，在t值為2.333且

顯著性水準達p<.05的狀況下，知道高捷少女為虛擬代言的受試者，確實會對捷

運系統相關服務的喜好程度產生顯著差異；而這樣的結果也同樣發生在受試者對

於捷運相關的公共服務抱持正面態度，以及虛擬代言能提升受試者對捷運系統的

吸引力上，顯著性甚至已達p=.01的水準（表5）。 

表5. 樣本驗證前後，知道者與不知道者在喜好上的差異。 

 平均數 平均差異 

平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t 
顯著性 

（雙尾） 

自我：增加自己對捷運系

統的滿意度。 

知道 3.69 .527 
2.018 .046 

不知道 3.16 .527 

自我：更喜歡捷運系統相

關服務。 

知道 5.03 .371 
2.333 .023 

不知道 4.66 .371 

自我：我對捷運相關的公

共服務抱持正面態度。 

知道 4.24 .426 
2.109 .037 

不知道 3.82 .426 



 

38 

 平均數 平均差異 

平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t 
顯著性 

（雙尾） 

整體而言 - 整體而言，

虛擬代言能提升捷運系統

對我的吸引力。 

知道 4.21 .576 

2.657 .010 

不知道 3.63 .576 

 

針對不知道的群體，筆者也同樣以獨立樣本 t 檢定分析，但從中可以發現在

受試者不知道高捷少女，且不知道高捷少女為虛擬代言的情況下，不論是否有給

予說明，對於受試者在各項自我指涉及喜好上，並沒有顯著的差異，由此可見是

否給予不知道的受試者視覺刺激，其實對於喜好程度並沒有顯著的影響（表 6），

至於知道與不知道兩者之間的差異是否真有實質意義，留待後續更細緻分析。 

表6. 給予說明與不給說明在喜好上的差異。 

 平均數 平均差異 

平均數相等的 t 檢定 

t 
顯著性 

（雙尾） 

自我：增加自己對捷運系

統的滿意度。 

給予說明 3.22 -.116 
-.497 .620 

不給說明 3.33 -.116 

自我：更喜歡捷運系統相

關服務。 

給予說明 4.76 .014 
.085 .932 

不給說明 4.75 .014 

自我：我對捷運相關的公

共服務抱持正面態度。 

給予說明 3.89 -.042 
-.232 .817 

不給說明 3.93 -.042 

整體而言 - 整體而言，

虛擬代言能提升捷運系統

對我的吸引力。 

給予說明 3.57 -.328 

-1.294 .200 

不給說明 3.89 -.328 

 

探討準實驗設計流程與初步結果後，筆者簡單介紹整體樣本的人口狀態。從

本次調查的人口特性當中可以發現，因受試者招募係以政大學生為招募對象，因

此受試者多半「不是」高雄市民（共計109名非高雄市民），而捷運的重度使用

者也多半「不是」高雄市民，簡單來說，若受試者是高雄市民，是捷運重度使用



 

39 

者的機率就會非常低，也確實如下表所見，是高雄市民的捷運重度使用者在本次

調查當中僅有2名（表7），這方面是否對於本次研究造成影響，有待後續分析。 

在每月可支配所得方面，筆者發現女性受試者的可支配所得明顯少於男性，

有高達76.7%的女性受試者每月可支配所得低於10,000元以下，而男性受試者在

這方面僅有58.1%，顯見男女收入狀況較為不平均。另以學歷區分方面，筆者發

現學士班學生每月可支配所得普遍比碩士班來得低，同樣以10,000元作為分界，

低於此金額的學士班受試者為81%，而碩士班受試者僅63.5%（表8）。 

表7. 高雄市民與捷運為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交叉表 

 
捷運為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 

總和 
捷運低度使用者 捷運重度使用者 

高雄市民 

（相對於非高雄市民） 

不是 94 15 109 

是 10 2 12 

總和 104 17 121 

 

表8. 不同人口屬性的每月可支配所得 

 
性別 學歷 

女 男 學士 碩士 

NTD 5,000 以下 
35 8 26 17 

38.9% 25.8% 44.8% 27.0% 

NTD 5,001－10,000 
34 10 21 23 

37.8% 32.3% 36.2% 36.5% 

NTD 10,001－15,000 
10 5 9 6 

11.1% 16.1% 15.5% 9.5% 

NTD 15,001－20,000 
3 2 2 3 

3.3% 6.5% 3.4% 4.8% 

NTD 20,001－25,000 
1 1 0 2 

1.1% 3.2% 0.0% 3.2% 

NTD 30,000 以上 
7 5 0 12 

7.8% 16.1% 0.0% 19.0% 

總和 
90 31 58 63 

1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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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子票證使用方面，發現大多數的受試者願意加值電子票證的支出金額多

半落在350元到1,000元之間，而願意將電子票證加值金額花在搭乘捷運上，則落

在200元到500元之間。在本次研究當中也發現到不少極端值，例如有受試者願意

將電子票證加值至逼近目前法定電子票證加值金額上限（10,000元），亦有受試

者每月花在捷運的通勤費用高達3,000元，若換算成實際搭乘次數，該名受試者每

月可搭乘淡水經大安站轉乘至動物園60趟（本區間單程為52元），顯然是捷運重

度使用者（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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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電子票證與捷運搭乘費用月支出（單位：NTD） 

 電子票證加值月支出 捷運費用月支出 

樣本數 121 121 

金額分布 

  

百分 

位數 

25% 350.00 200.00 

50% 500.00 300.00 

75% 1000.00 500.00 

最小值 100.00 0 

最大值 7000.00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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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自變項篩選 

一、移情作用 

形塑移情作用的依據包含「意義束縛（Halonen - Knight & Hurmerinta, 2010）

以及自我察覺（Govern & Marsch, 2001）」兩大要素，根據先前準實驗設計且依

照文獻邏輯題目分類條目如下： 

表10. 題目分類表 

自我察覺 意義束縛 

agree1. 移情：我自認對周遭環境的注意力相當

高。 

agree2. 移情：我自認對自己身邊的人事物能清楚

掌握。 

agree3. 移情：我自認了解自我內心想法。 

agree4. 移情：我時常關注自己的表現。 

agree5. 移情：我在意其他人對我的看法。 

agree6. 移情：我時常反思生活中看見的事物。 

agree7. 移情：我時常聽取其他人的建議。 

agree8. 移情：代言人的名聲是我評斷品牌的基

準。 

agree9. 移情：我認為代言人與產品的名聲是相

輔相成的。 

agree10. 移情：我會因為「代言人」近期事件重

新思考品牌可靠度。 

agree11. 移情：我會因為「產品」的近期事件重

新思考品牌可靠度。 

agree12. 移情：產品的名聲「不是」我評斷品牌

的基準。 

agree13. 移情：代言人的外表，將決定我喜歡此

「代言人」的程度。 

agree14. 移情：代言人的外表，將決定我喜歡此

「品牌」的程度。 

然而依照文獻分類可能無法真實反映本次研究對於題目的應用精準度，因此

我們藉由回收樣本數據進行信度分析（Cronbach’s alpha）以及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在信度分析，「主構面」信度達 0.669，若刪除 agree3 以及 agree12，

主構面信度可提升至 0.742；「次構面」可分為自我察覺與意義束縛兩部份，若刪

除 agree3，「自我察覺次構面」Cronbach’s alpha 將從 0.583 上升至 0.605，若刪除

agree12，「意義束縛次構面」Cronbach’s alpha 將從 0.694 上升至 0.798。另經由因

素分析得知主構面分成五個因素組別，其中 agree5 經分析後被歸類與「意義束

縛」同組，然而先前文獻回顧已明確知道此題語句不論是在「意義」或是「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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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不適合歸類在「意義束縛」，因此筆者仍決定將 agree5 保留在「自我察

覺」當中；agree3、agree7、agree12、agree13 分別被歸類在其他邊緣群體當中，

又尤其，根據先前的信度分析，若刪除 agree3 以及 agree12 都可以提升整體與次

構面的信度。此外，若重新審視既有文獻，就自我察覺方面，其實當中包含「公

共自我察覺、周遭自我察覺、以及私下自我察覺」，私下自我察覺因係屬了解受

試者內心對於自己行為上的感受，與本次研究主題希望了解受試者對於外在公共

事務的感受並不相符，因此 agree3 並不適合本次研究需求，所以在選題上就必須

排除私下自我察覺的相關題目。在 agree7，以因素負荷量觀察，可以發現本題未

達 0.4，因此後續分析必須刪除這個題目，以確保分析品質。 

就意義束縛方面，除了選擇能夠符合大眾期待的代言人之外，代言人與品牌

之間若要創造出美好的契合並使背書能夠更有說服力，避免對代言的潛在行為的

負面宣傳，挑選正確的代言人是品牌可以採取的最重要的決定之一，更甚者，讓

代言人參與產品認證也是名人在管理形象方面相當重要的要件（Halonen - Knight 

& Hurmerinta, 2010），而這確實也以應呼應了 agree14 的審美觀，以及 agree8、

agree9 的重要性。一個代言角色最糟糕且危險的操作邏輯，就是被認為只是出於

經濟原因（financial reasons），想要強拉與某項品牌的產品認可，因此，品牌必須

保持與名人代言產生穩定關係，才能建立誠信和信譽，虛擬代言當然也不例外，

agree10 與 11 兩題的用意便是測量受試者對當前產品的自我檢視，當已知消費者

對品牌形象與資產的認定，可能會帶來積極或消極影響時，agree12 以及 agree13

兩題所描述的外貌與外在表象確實不再那麼重要。基於綜合考量，後續分析刪除

agree3、agree7、agree12、agree13，以提升整體分析成效。其他項目詳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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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構面分析 

題號 
主/次 

構面 
問卷問題 

主構面

Cronbach’s 

alpha 

次構面 

Cronbach’s 

alpha 

主構面 

Retained factors 

agree1 

～ 

agree7 

移
情
作
用 

自
我
察
覺 

agree1. 移情：我自認對周遭環境的注意力相當高。 

agree2. 移情：我自認對自己身邊的人事物能清楚掌握。 

agree3. 移情：我自認了解自我內心想法。 

agree4. 移情：我時常關注自己的表現。 

agree5. 移情：我在意其他人對我的看法。 

agree6. 移情：我時常反思生活中看見的事物。 

agree7. 移情：我時常聽取其他人的建議。 

0.669 

 

※ 刪 除

agree3 & 

agree12 ：

0.742 

0.583 

 

※ 刪 除

agree3：0.605 

KMO 0.664 

共 5 因素 

 

➢ 因素 1： agree5、 agree8、

agree9、agree10、agree11、

agree14 

➢ 因素 2： agree1、 agree2、

agree4、agree6 

➢ 因素 3：agree12 

➢ 因素 4：agree3、agree13 

➢ 因素 5：agree7 

agree8 

～ 

agree14 

意
義
束
縛 

agree8. 移情：代言人的名聲是我評斷品牌的基準。 

agree9. 移情：我認為代言人與產品的名聲是相輔相成的。 

agree10. 移情：我會因為「代言人」近期事件重新思考品牌可靠度。 

agree11. 移情：我會因為「產品」的近期事件重新思考品牌可靠度。 

agree12. 移情：產品的名聲「不是」我評斷品牌的基準。 

agree13. 移情：代言人的外表，將決定我喜歡此「代言人」的程度。 

agree14. 移情：代言人的外表，將決定我喜歡此「品牌」的程度。 

0.694 

 

※ 刪 除

agree12 ：

0.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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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因素分析 

成份矩陣 a 

 
因素 

1 2 3 4 5 

agree1. .195 .623 .575 .013 -.120 

agree2. .199 .631 .486 .013 .011 

agree3. .034 .363 -.296 -.539 .467 

agree4. .393 .509 -.281 .044 .246 

agree5. .484 .214 -.152 .447 -.369 

agree6. .237 .614 -.172 -.030 .176 

agree7. .146 .314 -.286 .310 -.394 

agree8. .766 -.232 .148 -.231 -.199 

agree9. .796 -.239 .143 -.291 -.142 

agree10. .751 -.256 .182 -.324 .030 

agree11. .619 .082 -.333 -.170 -.186 

agree12. -.297 -.003 .713 .038 .056 

agree13. .440 -.198 -.042 .666 .420 

agree14. .665 -.239 .212 .326 .441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a. 萃取了 5 個成份。 

 

經過篩選之後，自我察覺剩下 agree1、agree2、agree4、agree5、agree6 可提

供後續分析，意義束縛剩下 agree8、agree9、agree10、agree11、agree14 可提供後

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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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指涉 

由於自我指涉當中的「指涉程度」係根據 8 項自我指涉題目而來，筆者為求

謹慎，同樣針對此指標進行信度分析與因素分析，期望此指標能真實反映本次研

究對於題目的應用精準度。在信度分析方面，指涉程度 Cronbach’s alpha 達 0.923，

若刪除任何一個題目，都將使 Cronbach’s alpha 低於 0.923，顯見這 8 個題目都有

保留價值；另經由因素分析，也可以發現這 8 個題目同樣被歸類在同一個因素當

中，與過去其他學者在不同研究中使用的狀況相同，因此筆者可以確信此指標具

有可靠性。 

表13. 因素分析結果 

題號 問卷問題 

各題

Cronbach’s 

alpha 

整體

Cronbach’s 

alpha 

Retained 

factors 

agree15 

～ 

agree22 

agree15. 自我：很有效的宣傳模式。 0.908 

0.923 

因素 1： 

agree15～

agree22 

agree16. 自我：令人印象深刻。 0.913 

agree17. 自我：成功吸引我的關注。 0.913 

agree18. 自我：相當生動有趣。 0.908 

agree19. 自我：值得信任。 0.916 

agree20. 自我：切合實際需求。 0.911 

agree21. 自我：表意清晰。 0.917 

agree22. 自我：符合邏輯。 0.920 

 

依照準實驗設計，在分析過程中以「知道」、「不知道」、以及「兩群整體

（知道與不知道合計）」三種群體進行分析，並列出各自變項指標的標準化迴歸

係數（β）提供參考。在自變項選用方面，包含移情作用（自我察覺與意義束縛）、

知道群體、不知道－給予說明群體、月收入、性別、年級（以碩士班為實驗組，

相對於學士班）、高雄市民、有搭乘捷運經驗、捷運為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共

十項。 

接下來，筆者採用迴歸分析，探討受試者在虛擬代言的移情作用（自我察覺

與意義束縛）刺激下，對捷運系統的自我指涉（包含指涉程度）與認同（包含喜

好程度、使用／搭乘意願、購買相關商品意願、吸引程度）依變項有何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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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依變項分析 

依變項整體概念為自我認同，當中可分為「喜好程度、使用意願、購買意願、

吸引程度」，本次調查便依照四個子條目進行多變量分析，相對應題目如表 14。

此外，為了呈現出不同程度的顯著效果，本次調查將在分析過程中標示出三種顯

著層級的顯著性，分別為「*＝p<.1，**＝p<.05，***＝p<.01」。 

表14. 依變項四個子條目與操作題目對照 

依變項構面 題目 

喜好程度 
更「不喜歡」捷運系統相關服務。 

對捷運相關的公共服務抱持正面態度。 

使用意願 
向親朋好友推薦搭乘捷運系統。 

提高搭乘捷運系統次數。 

購買意願 購買相關周邊商品。 

吸引程度 
開始關注相關政策宣導。 

增加自己對捷運系統的滿意度。 

 

一、喜好程度 

（一） 不知道的受試者 

經由順序邏輯迴歸分析發現，在「不知道」高捷少女是作為高雄捷運虛擬代

言的受試者中，「移情作用（β＝0.3749，p＝0.073）」與「自我指涉（β＝0.4418，

p＝0.059）」皆能顯著且正向的提升喜好程度，顯見不知情的受試者對虛擬代言

有一定程度的好感，若再將不知道的受試者細分實驗，針對給予說明與視覺刺激

的受試者比起不知道且不給說明的受試者，喜好程度並沒有顯著正向影響（β＝

0.175，p＝0.4），可見在喜好程度並不會因為是否給予說明而有不同結果；此外，

碩士班受試者，比起學士班受試者會產生更負面的喜好程度（β＝-0.3818，p＝

0.081）（表 15），此部分將留待第五章討論。 

（二） 知道的受試者 

在「知道」高捷少女是作為高雄捷運虛擬代言的受試者中，「移情作用（β

＝0.4101，p＝0.378）」與「自我指涉（β＝0.9821，p＝0.084）」分別有不同結

果，其中自我指涉能顯著且正向的提升受試者喜好程度，由此可見受試者對於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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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虛擬代言的設計保持正面態度，而此態度也確實反映在其喜好程度上；此外，

若受試者為碩士班，則該族群比起學士班受試者有顯著較強的喜好程度（β＝

0.9668，p＝0.094），此情形與「不知道」群體的狀況不同（表 15）。 

（三） 全體受試者 

整體而言，「移情作用（β＝0.3038，p＝0.094）」與「自我指涉（β＝0.5985，

p＝0.005）」皆能提升受試者對虛擬代言的喜好程度，並認為虛擬代言是相當生

動有趣的做法（表 15）；在第三章中，筆者研究假設「H1.虛擬代言的『移情作

用』能成功提高受試者的『自我認同』」，此部分在受試者的喜好程度分析獲得

印證；另一項研究假設「H2.虛擬代言的『自我指涉』能成功提高受試者的『自

我認同』」，此部分同樣在受試者的喜好程度分析獲得印證；只是在「H3.經給

予詳細說明的受試者，會對產生正向自我認同」研究假設方面，是否給予不知虛

擬代言的受試者說明，對於受試者的喜好程度並沒有顯著的影響，換言之，是否

給予視覺刺激並不是重點，能帶給民眾對虛擬代言產生憧憬，才是決定喜好程度

是否有所影響的關鍵。 

表15. 移情作用、自我指涉等變項對不同群體的喜好程度影響 

自變項 

不知道 

n＝92，R2=0.0684 

知道 

n＝29，R2=0.1923 

全體 

n＝121，R2=0.0668 

β p β p β p 

移情作用 

（自我察覺＋意義束縛） 
0.3749* 0.073 0.4101 0.378 0.3038* 0.094 

自我指涉 0.4418* 0.059 0.9821* 0.084 0.5985** 0.005 

知道     0.2612 0.219 

不知道－給予說明 0.175 0.4   0.1298 0.519 

月收入 -0.2055 0.351 -0.028 0.956 -0.1444 0.428 

男性 

（相對於女性） 
-0.0028 0.989 0.6407 0.212 0.0495 0.777 

碩士班 

（相對於學士班） 
-0.3818* 0.081 0.9668* 0.094 -0.1634 0.393 

高雄市民 

（相對於非高雄市民） 
0.0365 0.854 -0.1257 0.815 -0.0483 0.786 

有捷運搭乘經驗 

（相對於無搭乘經驗） 
0.1601 0.449 0.4087 0.431 0.1369 0.452 

捷運為最常使用交通工具 

（相對於其他最常使用的

交通工具） 

-0.0593 0.763 0.1048 0.82 -0.0664 0.695 

註：*＝p<.1，**＝p<.05，***＝p<.01，依變項：受試者的喜好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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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先前分析，可以發現在不知道的狀況下，移情作用與自我指涉確實扮演

顯著的影響角色，然而移情作用其實包含兩個次級指標，分別是自我察覺與意義

束縛，筆者將兩項次級指標分拆來看，得到的結果是兩項各別指標並不會顯著提

高受試者對虛擬代言的喜好程度（自我察覺：β＝0.1536，p＝0.449；意義束縛：

β＝0.3114，p＝0.132），至於其他自變項狀況與先前敘述雷同，筆者經分析後

也得到與上表相同的結果（表 16）。 

表16. 自我察覺、意義束縛等變項對不同群體的喜好程度影響 

自變項 

不知道 

n＝92，R2=0.0686 

知道 

n＝29，R2=0.2188 

全體 

n＝121，R2=0.0677 

β p β p β p 

自我察覺 0.1536 0.449 -0.395 0.406 0.0621 0.725 

意義束縛 0.3114 0.132 0.7786 0.147 0.2975 0.101 

自我指涉 0.4395* 0.06 1.0925* 0.069 0.595*** 0.006 

知道     0.2552 0.23 

不知道－給予說明 0.174 0.402   0.1301 0.518 

月收入 -0.201 0.364 -0.0698 0.892 -0.1442 0.429 

男性 

（相對於女性） 
0.0012 0.995 0.8495 0.123 0.0673 0.705 

碩士班 

（相對於學士班） 
-0.3795* 0.083 0.9671 0.105 -0.1603 0.402 

高雄市民 

（相對於非高雄市民） 
0.0384 0.846 -0.0551 0.918 -0.0409 0.818 

有捷運搭乘經驗 

（相對於無搭乘經驗） 
0.1613 0.446 0.5113 0.335 0.1442 0.43 

捷運為最常使用交通工具 

（相對於其他最常使用的

交通工具） 

-0.0666 0.739 0.1398 0.751 -0.0736 0.664 

註：*＝p<.1，**＝p<.05，***＝p<.01，依變項：受試者的喜好程度。 

 

二、使用意願 

（一） 不知道的受試者 

所謂的使用意願，即是受試者使用捷運系統的意願，經由順序邏輯迴歸分析

發現，在「不知道」高捷少女是作為高雄捷運虛擬代言的受試者中，分別在「移

情作用（β＝0.1599，p＝0.445）」與「自我指涉（β＝1.07，p＝0.00）」方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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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結果，其中發現受試者的「自我指涉」對於提升使用捷運系統意願有正面

幫助，但在移情作用方面就沒有顯著結果，若再將不知道的受試者細分比較，針

對給予說明與視覺刺激的受試者，比起不知道且不給說明的受試者，使用意願並

沒有顯著影響（β＝-0.2821，p＝0.178），可見使用意願並不會因為是否給予說

明而有不同結果。 

回顧本次調查對象，主要以大學部及碩士班學生為主，筆者發現月收入偏低

的族群對捷運的使用意願較強，然而，此情勢是否能就此斷定虛擬代言能提升月

收入偏低的受試者使用意願（β＝-0.512，p＝0.033），尚不能妄加定論。另外，

分析發現若受試者過去有搭乘捷運經驗，卻不知道高捷少女為虛擬代言，則當前

行銷方式無法有效提升這類型受試者使用捷運系統意願（β＝-0.685，p＝0.002）

（表 17）。 

（二） 知道的受試者 

在「知道」高捷少女是作為高雄捷運虛擬代言的受試者中，分別在「移情作

用（β＝0.7691，p＝0.072）」與「自我指涉（β＝0.8227，p＝0.088）」有相似

的結果，兩項指標皆能提升受試者的使用意願，只是在「知道」的群體當中，其

他自變項就沒有顯著的測量結果（表 17）。 

（三） 全體受試者 

整體而言，虛擬代言皆能提升受試者的「移情作用（β＝0.3016，p＝0.09）」

與「自我指涉（β＝1.089，p＝0.00）」，進而提高受試者使用捷運系統意願，並

呈現顯著且正向的結果；然而「知道」的受試者在這方面卻有顯著的負向效果（β

＝-0.439，p＝0.041），檢驗告訴我們，高捷少女虛擬代言雖然能夠觸發受試者的

移情作用與自我指涉對使用意願的影響，但對於知道的受試者來說，虛擬代言無

法產生正向情緒，在其他方面的影響也是如此，換言之，若受試者有搭乘捷運經

驗，虛擬代言無法再額外增加他們的使用意願（β＝-0.660，p＝0.00）（表 17）。 

在第三章當中，筆者研究假設「H1.虛擬代言的『移情作用』能成功提高受

試者的『自我認同』」，另一項研究假設「H2.虛擬代言的『自我指涉』能成功提

高受試者的『自我認同』」，基本上都能在受試者的使用捷運系統意願獲得印證；

只是在「H3.經給予詳細說明的受試者，會對產生正向自我認同」研究假設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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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給予不知虛擬代言的受試者說明，對於受試者的使用意願並沒有顯著的影

響。 

表17. 移情作用、自我指涉等變項對不同群體的使用意願影響 

自變項 

不知道（整體） 

n＝92，R2=0.1373 

知道 

n＝29，R2=0.1692 

全體 

n＝121，R2=0.1203 

β p β p β p 

移情作用 

（自我察覺＋意義束縛） 
0.1599 0.445 0.7691* 0.072 0.3016* 0.09 

自我指涉 1.07*** 0.00 0.8227* 0.088 1.089*** 0.00 

知道 
    -0.439** 0.041 

不知道－給予說明 -0.2821 0.178   -0.3207 0.107 

月收入 -0.512** 0.033 0.1666 0.707 -0.2379 0.227 

男性 

（相對於女性） 
0.1901 0.349 -0.3066 0.466 -0.0407 0.814 

碩士班 

（相對於學士班） 
0.1046 0.64 0.0433 0.923 0.0445 0.819 

高雄市民 

（相對於非高雄市民） 
0.025 0.903 -0.4129 0.369 -0.1029 0.553 

有捷運搭乘經驗 

（相對於無搭乘經驗） 
-0.685*** 0.002 -0.6453 0.14 -0.660*** 0.00 

捷運為最常使用交通工具 

（相對於其他最常使用的

交通工具） 

0.2329 0.295 0.4962 0.205 0.1986 0.285 

註：*＝p<.1，**＝p<.05，***＝p<.01，依變項：受試者的使用意願。 

 

根據先前分析，可以發現移情作用與自我指涉確實扮演顯著的影響角色，然

而移情作用其實包含兩個次級指標，分別是自我察覺與意義束縛，筆者將兩項次

級指標分拆來看，得到的結果是兩項各別指標並不盡然顯著提高受試者使用捷運

系統意願，以「不知道」群體來看，意義束縛（β＝0.4111，p＝0.06）是移情作

用當中能夠提高受試者使用意願的要件，自我察覺（β＝-0.284，p＝0.189）在此

並不具重要角色。在「知道」群體方面，原本顯著性已經不強的移情作用在分拆

指標分析之後，兩者均無法對受試者的使用意願作出充分解釋。在「全體」受試

者方面，筆者再次發現意義束縛（β＝0.516，p＝0.007）是移情作用當中能夠提

高受試者使用意願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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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見就移情作用來說，若要提高受試者的使用捷運系統意願，虛擬代言必須

先嘗試抓住民眾的意義束縛，才有機會成功影響民眾意願，畢竟，意義束縛的重

要性遠比其他指標來得高，至於其他自變項狀況與先前敘述雷同（表 18）。 

表18. 自我察覺、意義束縛等變項對不同群體的使用意願影響 

自變項 

不知道（整體） 

n＝92，R2=0.1517 

知道 

n＝29，R2=0.17 

全體 

n＝121，R2=0.1341 

β p β p β p 

自我察覺 -0.284 0.189 0.1685 0.666 -0.215 0.244 

意義束縛 0.4111* 0.06 0.7429 0.119 0.516*** 0.007 

自我指涉 1.070*** 0.00 0.817* 0.089 1.102*** 0.00 

知道     -0.480** 0.027 

不知道－給予說明 -0.3227 0.129   -0.3495* 0.082 

月收入 -0.478** 0.043 0.1613 0.716 -0.2391 0.222 

男性 

（相對於女性） 
0.2299 0.258 -0.2685 0.544 0.0278 0.875 

碩士班 

（相對於學士班） 
0.151 0.504 0.0352 0.937 0.0804 0.681 

高雄市民 

（相對於非高雄市民） 
0.0859 0.681 -0.4262 0.36 -0.066 0.712 

有捷運搭乘經驗 

（相對於無搭乘經驗） 
-0.674*** 0.002 -0.6195 0.165 -0.625*** 0.001 

捷運為最常使用交通工具 

（相對於其他最常使用的

交通工具） 

0.1682 0.442 0.4878 0.212 0.1725 0.348 

註：*＝p<.1，**＝p<.05，***＝p<.01，依變項：受試者的使用意願。 

 

三、購買意願 

（一） 不知道的受試者 

所謂的購買意願，即是受試者購買相關商品，或周邊商品的意願，經由順序

邏輯迴歸分析發現，在「不知道」高捷少女是作為高雄捷運虛擬代言的受試者中，

分別在「移情作用（β＝-0.0418，p＝0.837）」與「自我指涉（β＝1.155，p＝

0.00）」有不同的意願表現，不知情受試者的自我指涉確實能顯著提升購買相關

商品意願。但是，再將不知道的受試者細分實驗，針對給予說明與視覺刺激的受

試者，比起不知道且不給說明的受試者，購買相關商品意願卻是顯著的下降（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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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79，p＝0.002）（表 19），可見在購買相關商品意願並不會因為給予說明

而有正向提升。 

（二） 知道的受試者 

在「知道」高捷少女是作為高雄捷運虛擬代言的受試者中，並沒有任何指標

能夠顯著表達對於購買相關商品意願的影響（表 19）。 

（三） 全體受試者 

整體而言，虛擬代言分別在「移情作用（β＝0.1507，p＝0.389）」與「自我

指涉（β＝1.118，p＝0.00）」有不同的意願表現，虛擬代言的自我指涉會提升

受試者對虛擬代言相關商品的購買意願，然而對於已知或是未知但經給予說明的

受試者來說，反而不會有購買相關商品的慾望，因此原先期盼透過自我認同轉化

為實際購買行動的期待，似乎落空了（表 19）；在第三章中，筆者研究假設「H1.

虛擬代言的『移情作用』能成功提高受試者的『自我認同』」，此部分並未獲得

印證；另一項研究假設「H2.虛擬代言的『自我指涉』能成功提高受試者的『自

我認同』」，此部在分析後獲得印證；只是在「H3.經給予詳細說明的受試者，會

對產生正向自我認同」研究假設方面，則是得到了顯著且負向的結果，一旦受試

者了解虛擬代言，就不願意掏錢購買相關周邊商品是一件值得探討的事情，這部

分將在第五章討論。 

表19. 移情作用、自我指涉等變項對不同群體的購買意願影響 

自變項 

不知道（整體） 

n＝92，R2=0.1378 

知道 

n＝29，R2=0.13 

全體 

n＝121，R2=0.1025 

β p β p β p 

移情作用 

（自我察覺＋意義束縛） 
-0.0418 0.837 0.5065 0.223 0.1507 0.389 

自我指涉 1.155*** 0.00 0.3308 0.516 1.118*** 0.00 

知道     -0.498** 0.015 

不知道－給予說明 -0.679*** 0.002   -0.627*** 0.002 

月收入 -0.2242 0.31 0.0584 0.901 -0.1082 0.566 

男性 

（相對於女性） 
0.3192 0.123 -0.4249 0.31 0.0504 0.773 

碩士班 

（相對於學士班） 
0.0061 0.978 -0.4282 0.339 -0.1146 0.546 

高雄市民 

（相對於非高雄市民） 
0.1683 0.384 -0.7194 0.153 0.0046 0.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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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項 

不知道（整體） 

n＝92，R2=0.1378 

知道 

n＝29，R2=0.13 

全體 

n＝121，R2=0.1025 

β p β p β p 

有捷運搭乘經驗 

（相對於無搭乘經驗） 
-0.2281 0.273 -0.0116 0.978 -0.1201 0.496 

捷運為最常使用交通工具 

（相對於其他最常使用的

交通工具） 

-0.1131 0.597 0.5867 0.134 0.0613 0.732 

註：*＝p<.1，**＝p<.05，***＝p<.01，依變項：受試者的購買意願。 

 

根據先前分析，可以發現兩個自變項（移情作用與自我指涉）僅有自我指涉

扮演顯著的意願提升角色，然而移情作用其實包含兩個次級指標，分別是自我察

覺與意義束縛，筆者將兩項次級指標分拆來看，得到的結果是兩項各別指標並不

會顯著影響受試者對虛擬代言的喜好指涉程度（自我察覺：β＝-0.1185，p＝

0.527；意義束縛：β＝0.2752，p＝0.163）；至於其他自變項，筆者發現若原先

「不知道」虛擬代言的男性受試者（β＝0.3515，p＝0.093），其實有機會成為

潛在的行銷對象（表 20）。 

表20. 自我察覺、意義束縛等變項對不同群體的購買意願影響 

自變項 

不知道（整體） 

n＝92，R2=0.1421 

知道 

n＝29，R2=0.1301 

全體 

n＝121，R2=0.106 

β p β p β p 

自我察覺 -0.2308 0.298 0.1436 0.71 -0.1185 0.527 

意義束縛 0.1493 0.519 0.4612 0.314 0.2752 0.163 

自我指涉 1.142*** 0.00 0.3252 0.525 1.110*** 0.00 

知道     -0.511** 0.013 

不知道－給予說明 -0.699*** 0.001   -0.645*** 0.001 

月收入 -0.2143 0.326 0.0611 0.897 -0.1082 0.564 

男性 

（相對於女性） 
0.3515* 0.093 -0.4147 0.339 0.091 0.611 

碩士班 

（相對於學士班） 
0.013 0.953 -0.4316 0.337 -0.1093 0.564 

高雄市民 

（相對於非高雄市民） 
0.1936 0.325 -0.7225 0.153 0.0193 0.907 

有捷運搭乘經驗 

（相對於無搭乘經驗） 
-0.1948 0.355 -0.0046 0.991 -0.085 0.635 

捷運為最常使用交通工具 

（相對於其他最常使用的

交通工具） 

-0.1483 0.491 0.59 0.133 0.0493 0.783 

註：*＝p<.1，**＝p<.05，***＝p<.01，依變項：受試者的購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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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吸引程度 

（一） 不知道的受試者 

經由順序邏輯迴歸分析發現，「移情作用（β＝0.512，p＝0.011）」與「自

我指涉（β＝0.1760，p＝0.00）」分別對「不知道」高捷少女是作為高雄捷運的

虛擬代言群體，能正向提升吸引程度，若再將不知道的受試者細分實驗，針對給

予說明與視覺刺激的受試者，比起不知道且不給說明的受試者，吸引程度並沒有

顯著影響（β＝-0.2858，p＝0.174）（表 21）。 

（二） 知道的受試者 

「移情作用（β＝0.69，p＝0.143）」與「自我指涉（β＝1.837，p＝0.008）」

分別對「知道」高捷少女是作為高雄捷運的虛擬代言群體，有不同的結果，其中

自我指涉能夠顯著提升受試者的吸引程度，由此可見受試者多半對當前虛擬代言

保持正面態度，而此態度也確實反映在其吸引程度上，在本次分析中，發現有捷

運搭乘經驗也能提升對虛擬代言的吸引力（β＝1.2231，p＝0.032）；只是，相

對於非高雄居民，高雄市民對於虛擬代言就顯得興趣缺缺（β＝-0.9881，p＝0.074）

（表 21）。 

（三） 全體受試者 

整體而言，受試者的「移情作用（β＝0.542，p＝0.002）」與「自我指涉（β

＝1.926，p＝0.00）」皆能提升對虛擬代言的吸引程度，在第三章當中，筆者研

究假設「H1.虛擬代言的『移情作用』能成功影響受試者的『自我認同』」，此部

分在受試者的喜好程度分析獲得印證；另一項研究假設「H2.虛擬代言的『自我

指涉』能成功影響受試者的『自我認同』」，此部分同樣在受試者的喜好程度分

析獲得印證；只是在「H3.經給予詳細說明的受試者，會對產生正向自我認同」

研究假設方面，是否給予說明對於受試者的吸引程度並沒有顯著的影響（表 21）。 

表21. 移情作用、自我指涉等變項對不同群體的吸引程度影響 

自變項 

不知道（整體） 

n＝92，R2=0.2091 

知道 

n＝29，R2=0.386 

全體 

n＝121，R2=0.2275 

β p β p β p 

移情作用 

（自我察覺＋意義束縛） 
0.512** 0.011 0.69 0.143 0.542*** 0.002 

自我指涉 1.760*** 0.00 1.837*** 0.008 1.92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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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項 

不知道（整體） 

n＝92，R2=0.2091 

知道 

n＝29，R2=0.386 

全體 

n＝121，R2=0.2275 

β p β p β p 

知道     -0.2736 0.201 

不知道－給予說明 -0.2858 0.174   -0.3245 0.116 

月收入 -0.1911 0.386 -0.2572 0.601 -0.1303 0.493 

男性 

（相對於女性） 
0.1058 0.608 -0.2081 0.657 -0.0363 0.837 

碩士班 

（相對於學士班） 
-0.0791 0.729 0.3334 0.529 -0.051 0.801 

高雄市民 

（相對於非高雄市民） 
0.0662 0.752 -0.9881* 0.074 -0.1147 0.51 

有捷運搭乘經驗 

（相對於無搭乘經驗） 
-0.088 0.669 1.2231** 0.032 0.1027 0.571 

捷運為最常使用交通工具 

（相對於其他最常使用的

交通工具） 

0.1374 0.539 0.2771 0.546 0.1754 0.362 

註：*＝p<.1，**＝p<.05，***＝p<.01，依變項：受試者的吸引程度。 

 

根據先前分析，可以發現移情作用與自我指涉扮演顯著的吸引程度提升角

色，然而移情作用其實包含兩個次級指標，分別是自我察覺與意義束縛，筆者將

兩項次級指標分拆來看，發現意義束縛是提升吸引程度的主要因素（不知道群體

的意義束縛：β＝0.3916，p＝0.059，知道群體的意義束縛：β＝1.0408，p＝0.045，

全體受試者的意義束縛：β＝0.4718，p＝0.012），至於其他自變項狀況與先前

敘述雷同，筆者經分析後也得到與上表相同的結果（表 22）。 

表22. 自我察覺、意義束縛等變項對不同群體的吸引程度影響 

自變項 

不知道（整體） 

n＝92，R2=0.2091 

知道 

n＝29，R2=0.4184 

全體 

n＝121，R2=0.2279 

β p β p β p 

自我察覺 0.2549 0.221 -0.452 0.359 0.1952 0.289 

意義束縛 0.3916* 0.059 1.0408** 0.045 0.4718** 0.012 

自我指涉 1.76*** 0.00 2.1157** 0.01 1.925*** 0.00 

知道     -0.2781 0.194 

不知道－給予說明 -0.2859 0.174   -0.3227 0.119 

月收入 -0.1912 0.386 -0.306 0.544 -0.1354 0.477 

男性 

（相對於女性） 
0.1062 0.608 -0.1371 0.785 -0.0245 0.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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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項 

不知道（整體） 

n＝92，R2=0.2091 

知道 

n＝29，R2=0.4184 

全體 

n＝121，R2=0.2279 

β p β p β p 

碩士班 

（相對於學士班） 
-0.0786 0.732 0.1703 0.764 -0.0482 0.812 

高雄市民 

（相對於非高雄市民） 
0.0666 0.751 -1.0258* 0.076 -0.1102 0.528 

有捷運搭乘經驗 

（相對於無搭乘經驗） 
-0.0876 0.672 1.4402** 0.022 0.1129 0.538 

捷運為最常使用交通工具 

（相對於其他最常使用的

交通工具） 

0.1365 0.548 0.286 0.535 0.1657 0.395 

註：*＝p<.1，**＝p<.05，***＝p<.01，依變項：受試者的吸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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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將歸納前述所有相關研究內容，包含筆者最初為何將研究焦點關注在政

策行銷當中的「虛擬代言」，以及為何認為虛擬代言在政策行銷當中，佔有相當

的分量，乃至於筆者在資料分析中發現何種現象，並針對發現的現象進行回應，

進而導出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最後將提出研究限制，以及建議未來研究方向。 

 

第一節 研究發現 

筆者認為政策行銷一直是政府過去並未深入了解的議題，時至近年才逐漸獲

得重視，只是在公部門不斷摸索的過程中，難免有所限制，一方面想向民間行銷

方法學習創新，但二方面卻礙於公部門既有能力與經驗不足，難以因應不斷變遷

的行銷方法，例如當公部門採用廣播或信函作為行銷方案時，民間企業已知如何

經由電話與電視等行銷方法與民眾建立洗腦式連結；當公部門採用網路媒介作為

行銷方案時，民間企業早已深入民眾行動裝置及社群網站，與民眾建立形影不離

的關係。雖說政府看似在行銷領域總是慢半拍，但至少仍努力想要跟上潮流，誠

如先前筆者提及，政策行銷與政策推廣是否成功還須衡量民眾是否領情，吸引民

眾目光的關鍵，有時不完全是政策牛肉乾香不香，而是牛肉乾包裝得好不好，一

眼就讓人愛上，一旦曝光率受到民間青睞，媒體曝光度呈現放量成長之時，就是

政策行銷成功之時。 

虛擬代言作為行銷方案已有數十年歷史，行銷學基本上結合了社會、心理、

管理、統計等等實務經驗，因此如果政府執行行銷的過程中，忽略經濟情勢、社

會樣態、顧客需求等條件，基本上就難以取悅目標客群（標的團體），甚至有可

能在發表行銷方案後產生弄巧成拙的反效果，例如城市觀光相關的活動，卻設計

出其他國家城市地標形象的圖樣，就難以凸顯在地特色；或是針對個別群體設計

的專案活動，卻推出與該群體生活型態大相逕庭的廣告畫面，就難以貼近該群體

的心靈悸動。要了解這些匿名客群的思維雖然相當困難，但其實政府能藉由地方

鄰里組織長年蒐集的資訊，進而推估該群體的喜好與日常文化，以利在行銷規劃

的過程中清楚區別利害關係人以及該群體的興趣，推出適當的行銷文字與圖像。

目前中央政府執行的少數族群語言檢定與文化慶典觀光行銷，伴隨推出以在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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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中低海拔山區花卉、特色服裝、慶典意向為發想主軸的電視廣告與圖像，成

功保存少數族群面臨滅失的文化與傳統，就是很好的實例。 

過去民眾可能懷疑私部門長年慣用的行銷手法，無法適用於公部門，但筆者

認為就當前技術，只要換個行銷設計方法，或許也有機會觸動民眾的移情作用，

進而讓民眾確立對一項政策、品牌、產品、或服務的觀感，當民眾的概括圖像形

塑完成後，政府投入的政策行銷在日常生活中就能發揮重要作用；除了移情作用

之外，觸動民眾的自我指涉也是相當重要的課題，自我指涉的重點就是企圖喚起

民眾對於「過往經驗的相關記憶」，雖然公部門無法掌控每位政策利害關係人過

往經驗的相關記憶，但筆者深信公部門有能力形塑當下美好的正向情緒，藉由文

字與圖像的理念傳達，激發閱聽大眾的自我認同便有機會提升嘗試意願。 

對公部門來說，不論推行政策的預算多寡，政策行銷絕對是值得投資的施政

項目，行銷的本質不外乎就是希望提升他人對於自己的認同感，只是，這一份認

同感未必是藉由漫無目的的資金投入（例如大量金援與補助，進而提升特定群體

對政府的向心力），也未必是隨意設計大字報與文字渲染來感染社會大眾，畢竟

有效的宣傳手法是相當繁雜的技藝，傳統且過時的行銷方案只會讓投資石沉大海

難見成效，因此，在提升認同感之前，公部門先了解潛在政策標的群體的心思與

特質，才能讓行銷真正發揮效果。 

針對潛在政策標的群體的特質，筆者藉由移情作用、自我指涉、月收入、性

別、學歷、居住地、捷運搭乘經驗等自變項，結合四種自我認同依變項進行分析，

在不同種類的自我認同項目中，大致可以發現多數自變項能夠在不同項目發揮影

響力，回顧本次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之對應項目，共計 3 組問題與假設，3 項研

究假設中包含 12 個子條目（表 22）。 

本次研究於研究問題中曾提出「虛擬代言產生的移情作用是否會提高受試者

的自我認同效果」，因此在第一項研究假設中，發現若單純討論移情作用（即包

含自我察覺＋意義束縛）對於依變相的提升效果，研究假設基本上難以成立，若

將移情作用細分為「自我察覺」與「意義束縛」各別分析，則可發現主要是由意

義束縛可以提高受試者的自我認同效果；回顧意義束縛的題目，可以發現問題意

義主要圍繞在代言人「本身的名聲、與產品的共同名聲、代言人近期事件、近期

事件帶來的影響、以及代言人外貌」，因此，筆者認為上述代言人的外在條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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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影響人們如何看待虛擬代言角色，以及虛擬代言角色如何影響民眾對於代言

項目的觀感。 

筆者於研究問題中曾提出「虛擬代言產生的自我指涉是否會提高受試者的自

我認同效果」，因此在第二項研究假設中，筆者發現自我指涉都能有效提升受試

者的喜好程度、使用意願、購買意願、以及吸引程度，在四個依變項皆能因自我

指涉而有效提升的狀況下，筆者確信高捷少女確實能夠有效觸動受試者內心的自

我指涉，進而有效提升受試者的自我認同。其實在第二章時，筆者已提到自我認

同在過去的其他研究就是自我指涉的依變項，本次研究當中也呈現出「自我指涉

是最能有效提升受試者自我認同」的結果，顯見此測量指標已是穩定可靠的測量

指標（相關題目詳見表 13）。 

筆者於研究問題中曾提出「尚未接觸虛擬代言的受試者，給予說明之後，態

度變化與其他受試者有何差異」的疑問，因此在第三項研究假設中，筆者發現當

受試者不知道高捷少女虛擬代言的情況下，給予詳細說明並無法提升受試者的喜

好程度、使用意願、以及吸引程度，換言之，是否給予說明在多數情況下並不會

有明顯的態度變化，且調查當中發現受試者在「購買意願」呈現顯著的反向思維，

購買意願的設計原意，是用來檢測受試者在經過說明後，是否會額外掏錢購買與

高捷少女虛擬代言相關的周邊商品，經檢測後發現，受試者不但多半不願掏錢，

而且給予詳細說明的受試者，比起其他受試者亦無法提起他們的購買興趣，顯見

對尚未接觸虛擬代言的受訪者來說，他們與其他族群唯一顯著的態度變化，就是

不想掏錢買周邊商品，其中的原因本研究推論可能與「是否為生活必需品」有所

關聯，這部分在本章第二節有更詳細的討論。 

 

表23. 研究問題與假設結果對照表 

研究問題與假設 是否成立 

問題：虛擬代言產生的移情作用是否會提高受試者的自我認同效果。 

H1. 虛擬代言的「移情作用」能提高受試者的「自我認同」。 

H1-1. 虛擬代言的「移情作用」能提高受試者的「喜好程度」。 
是，但自變項細分成自我察

覺與意義束縛時，不成立。 

H1-2. 虛擬代言的「移情作用」能提高受試者的「使用意願」。 
是，但自變項細分時，僅意

義束縛成立。 

H1-3. 虛擬代言的「移情作用」能提高受試者的「購買意願」。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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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與假設 是否成立 

H1-4. 虛擬代言的「移情作用」能提高受試者的「吸引程度」。 
是，但自變項細分時，僅意

義束縛成立。 

問題：虛擬代言產生的自我指涉是否會提高受試者的自我認同效果 

H2. 虛擬代言的「自我指涉」能提高受試者的「自我認同」。 

H2-1. 虛擬代言的「自我指涉」能提高受試者的「喜好程度」。 是。 

H2-2. 虛擬代言的「自我指涉」能提高受試者的「使用意願」。 是。 

H2-3. 虛擬代言的「自我指涉」能提高受試者的「購買意願」。 是。 

H2-4. 虛擬代言的「自我指涉」能提高受試者的「吸引程度」。 是。 

問題：尚未接觸虛擬代言的受試者，給予說明之後，態度變化與其他受試者有何差異 

H3. 受試者不知情的狀況下，給予詳細說明能提升受試者的自我認同。 

H3-1. 受試者不知情的狀況下，給予詳細說明能提升受試者的

「喜好程度」。 
否。 

H3-2. 受試者不知情的狀況下，給予詳細說明能提升受試者的

「使用意願」。 
否。 

H3-3. 受試者不知情的狀況下，給予詳細說明能提升受試者的

「購買意願」。 
否，且購買意願顯著降低。 

H3-4. 受試者不知情的狀況下，給予詳細說明能提升受試者的

「吸引程度」。 
否。 

 

整體來說，與移情作用相比，自我指涉是唯一能夠全面有效提升所有受試者

態度的自變項，不論是在喜好程度、使用意願、購買意願、吸引程度都有顯著的

提升效果，自我指涉是嘗試喚起受試者對過往經驗相關記憶的過程，進而將受試

者的記憶，與品牌、產品、或服務產生連結，以本次研究的案例來說，圖像式自

我指涉佔高捷少女虛擬代言極大的成分，在過去其他行銷研究中已有學者指出未

經影像裁切的全身人形廣告圖像能夠產生自我指涉效果，尤其男性比起女性有更

顯著的效果（Berg, 2015），雖然過去研究並未載明男性的顯著效果是否係因看到

女性人像而產生衝動，但在本次研究當中發現，男性族群在意圖購買相關商品方

面，確實有些許這類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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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討論與建議 

一、 不同學歷的受試者，對虛擬代言的看法有顯著差異。 

在喜好程度中，我們可以發現不論受試者是否知道虛擬代言作為政策行銷的

途徑，受試者的自我指涉皆能提升對高捷少女的喜好程度，顯見喜好程度並不會

因為是否給予說明而有不同結果；只是，受試者若是碩士班層級且不知道高捷少

女作為虛擬代言角色，則該族群比起學士班受試者較不喜歡這項行銷作法，這樣

的結果更是與已知的群體有別。其實曾有學者針對行銷領域的受試者進行調查，

研究指出受試者教育程度差異對於觸動美感的認知有顯著差異，若受試者過去已

在其他行銷經歷（不論是文字或圖像廣告）有較深刻的體會，則隨著教育程度增

長，受試者對於行銷的吸引性、激發性、流行性等指標都會比起學歷較低的受試

者有顯著差異（廖世義、黃鈺婷、譚子文，2009），換言之，受試者過去的經歷，

會影響對虛擬代言行銷喜好程度，而這也是不同學歷的受試者對於高捷少女這個

虛擬代言會有顯著反差觀點的原因。 

 

二、虛擬代言商機的成功關鍵：年輕世代、小資消費。 

以大眾運輸推廣來說，除了不斷宣導節能減碳以及共乘觀念之外，政策行銷

最大目的就是期盼藉由行銷提升使用意願，移情作用作為民眾對一項品牌、產品、

或服務的觀感判斷基準，為了達成行銷目的，行銷方法符合民眾的移情作用就相

當重要，在第二章時，筆者談到移情作用中隱約地將意義轉移到對產品的看法，

即是稱為意義束縛（White et al., 2009），本次調查發現受試者的意義束縛確實在

多數依變項中，能有效提升使用捷運系統的意願。 

另外，筆者發現受試者月收入多半不足新臺幣 20,000 元，中位數級距落在

新臺幣 5,000 到 10,000 元區間，筆者便以此級距的中間值（7,500 元）來推估與

受試者年齡相仿的學生族群能夠帶來多少行銷效益。根據本次調查，該族群每月

加值電子票證的中位數金額為 500 元，第三四分位數為 1,000 元；願意將前項金

額花費在捷運通勤費用的中位數為 300 元，若虛擬代言能夠成功提升搭乘捷運的

使用意願，則當前行銷有可能將受試者的捷運通勤費用中位數從 300 元，提升至

加值電子票證中位數金額為 500 元，甚至是第三四分位數的 1,000 元，價差每人

最多可達 700 元，筆者保守估計，若將此結果推估在臺北捷運系統搭乘人次（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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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平均 202 萬人次）的 1%人口，捷運公司便有可能從這些族群的口袋中，額外

獲得每月 1,414 萬營運收入。 

然而不得不注意的是，當前發現的潛在客戶，多半屬於年輕且月收入不豐的

小資族群，投注的行銷成效或許不會像中產收入的上班族一樣，有穩定性的成長

與通勤使用率，例如，國外大眾運輸系統針對通勤上班族的月票制度，或是城際

鐵路運輸與信用卡公司聯手推出的里程酬賓制度，就算嘗試與虛擬代言綁在一起

成為行銷方案，也可能未必會得到額外的行銷成效，原因不外乎多數學士或碩士

級的「年輕族群」，並非月票或里程酬賓制度的「當然客群」，意即「層次不同，

無法混談」。 

 

三、對有搭乘捷運經驗的族群吸引力漸失，熱潮持久力待商榷。 

在本次分析中，筆者發現有捷運搭乘經驗也是提升受試者對虛擬代言吸引力

的自變項之一，這裡所指的吸引程度即是對「品牌的吸引程度」，在第二章筆者

曾提到，大眾運輸的品牌數量基本上為數甚少，就軌道運輸方面，基本上是屬於

獨佔性質，一般民眾對於獨佔性質的公共服務品牌不會產生混淆問題，因此政府

以虛擬代言行銷模式，針對大眾運輸相關政策進行推廣，筆者認為對捷運既有客

群的品牌穩固有一定程度的助益。 

只是研究發現，當前虛擬代言對於時常使用捷運系統的受試者來說，雖然仍

有吸引程度，但並不會轉化成額外的消費行為，這類情形如同先前提到，能否提

升使用捷運系統意願的自我認同項目類似，亦即對於常態性使用的乘客來說，當

虛擬代言不再有巨大的吸引力，或已經司空見慣時，這類的行銷手法就無法留住

既有客群注意力。整體結果來看，若受試者已經「知道」虛擬代言作為行銷工具，

那麼對於提升「使用捷運系統意願」或是「購買相關商品意願」也不會有正面效

果，筆者認為，高捷少女雖能開發新市場，然而難以有效留住既有已知客群，延

續虛擬代言的新鮮感，相當可惜。 

這類三分鐘熱度的狀況在其他領域早已不是先例，例如 1998 年臺灣發生的

蛋塔效應、2010 年胖達人風潮、2014 年的雷神巧克力熱潮、以及 2017 年義美厚

奶茶效應，起初都獲得民眾一窩蜂追逐，在媒體大肆報導光環加持後，聲勢維持

不過五年甚至一季便銷聲匿跡。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行銷背後的操作手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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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後看起來有可能是一項難以永續經營的商業遊戲，對於行銷經驗稍顯不豐的

公部門來說，不得不更加謹慎應對。 

 

四、目前提升不了購買相關商品意願，但可朝男性拓展商機。 

在本次研究當中，筆者發現自我指涉除了皆能有效提升喜好程度以及使用意

願之外，購買相關商品也是受試者自我指涉發揮效果後，能夠有效提升的項目之

一，只是購買相關商品意願似乎也僅止於自我指涉的觸發，在第二章中，筆者論

及公共服務領域多半提供的服務具有獨占或寡占的性質，一旦民眾有使用需求，

必然會選擇單一或少數的供給者，只是探究相關商品性質以及大眾運輸服務性

質，不難發現「相關商品」與「必需品」之間存在差異，意即日常生活中你或許

「開水必須喝，但甜點不必吃」，換句話說，「捷運必須搭，但宅物不必買」的想

法可能存在，因此不論市場是否存在競爭或是寡、獨佔市場，想藉由虛擬代言增

加額外周邊商品收入恐怕難以如願，尤其多數原本不知虛擬代言為何物的受試

者，在了解虛擬代言之後，就不願意掏錢購買相關周邊商品，即是問題所在。 

筆者同時分別查詢臺北捷運乘客性別比，以及高雄大眾運輸使用比例，發現

歷年來臺北捷運乘客性別比例始終女性多於男性，截至 2016 年，「男女性捷運搭

乘比例」相差 24.4%（女性 62.2%，男性 37.8%）；在高雄大眾運輸方面，截至 2016

年，高雄市女性中，使用大眾運輸系統的比例僅 10.57%，男性方面僅 8.01%。只

是，在不樂觀的狀況下，筆者仍發現若原先「不知道」虛擬代言的「男性受試者」，

在了解虛擬代言之後，還是有意願掏錢購買相關商品，顯見若能強化對男性族群

的虛擬代言行銷，目前尚未開發的客群就有機會成為大眾運輸的新商機來源，此

外，男性年輕消費族群始終是虛擬代言、動畫漫畫、虛擬影視娛樂的中堅客群，

若能夠藉由虛擬代言發展出不同於過去侷限在軌道運輸的行銷模式，或許就有可

能成功突破框架產生額外效益。 

 

五、虛擬代言擴增應用的新領域－Beacon 

行銷方案對消費族群的吸引力雖然有所限制，但這並不代表公部門在政策行

銷上始終處於劣勢，筆者撰寫文章的當下，臺北捷運公司已經與某社群媒體龍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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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創新的行銷方案，藉由 Beacon（類似過去地理柵欄8的功能，但耗電量更

低）的藍芽無線傳輸技術，讓民眾搭乘大眾運輸的過程中，也能接收各項消費生

活訊息，瀏覽生活必需品僅在乘車與彈指間，比起目前筆者討論的虛擬代言，似

乎更能深入民眾永不離身的行動裝置，成為下一波精準行銷的新利器。 

雖說新型態的行銷方案可以成為精準行銷的最佳解決方案，但它仍脫離不了

「文字」與「圖像」的基礎，只是應用方式從傳統實體紙本走向線上虛擬架構，

因此虛擬代言在未來的新形態行銷中，筆者認為仍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順應設

計」一直都是虛擬代言這類圖像式行銷最擅長的項目，更切合虛擬平台的圖像連

結將讓我們從過去的海報、廣告燈箱、人形立牌、互動人偶等等行銷思惟，轉變

為行動裝置推播的行銷方案，筆者認為這是政策行銷或是政府行銷的新領域。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方向 

本次研究雖然大致上能夠解釋年輕族群對於高捷少女虛擬代言的想法，但仍

有許多技術上或資源上難以克服的限制，相關限制共計四項： 

 

一、地域限制 

首先，雖然是針對高捷少女虛擬代言案例進行研究，然而本次調查過程並沒

有前往高雄市進行調查，而是在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招募學士與碩士班學生進行

實驗，縱使高捷少女已是全國知名的虛擬代言，甚至成為日本行銷領域與數位媒

體領域的新聞話題，但在臺北的國立大學內招募受試者研究高雄虛擬代言，就有

機會產生分析上的偏誤。 

 

二、週期限制 

其次，所有行銷行為都有生命週期，高捷少女是創於 2014 年的虛擬代言角

色，事隔三年後，筆者並不能保證當前的行銷聲量與成效能否與過去的情勢類推，

                                                 

8 地理柵欄（Location-Based Service），又稱適地性服務，是由地圖上的虛擬標記進行區域劃分，

使用者可利用某個地標或經緯座標，框限柵欄標記以建立虛擬區域，程式會於依據使用者設定，

反饋用戶的地理位置，一旦用戶進出「柵欄區域」，就會主動發出彈跳視窗或其他形式的通知，

只是，對於不受信任的伺服器來說，讓虛擬標記得知私人位置信息可能會導致隱私威脅（CY 

Chow, MF Mokbel, X Liu,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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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保證當前仍處於行銷聲量最高峰的時期，各種時期調查出來的結果存在必然

差異，因此若有充足資源，除了必須實際深入虛擬代言發源地進行調查外，也必

須跟隨虛擬代言的發展時間軸齊頭並進，穩定的獲取樣本意見，才能完整呈現民

眾對一項虛擬代言在不同時期的看法。 

 

三、領域限制 

最後，雖然公部門目前執行成效顯著的虛擬代言並不如民間企業豐富，但仍

有其他相當優良的案例，例如世界大學運動會的熊讚就是非常成功的虛擬代言，

而體育賽事的虛擬代言與大眾運輸的虛擬代言類型其實天差地遠，若單就個案類

推所有公部門的虛擬代言，似乎一廂情願。畢竟單就大眾運輸政策來說，服務客

群的差異化程度就已經非常廣泛，在臺北，大眾運輸服務族群主要收入來源在於

日常通勤的上班族群；在桃園，大眾運輸主要客群為桃園國際機場轉乘旅客；在

高雄，大眾運輸主要客群為年輕旅客與外縣市觀光族群；換言之，針對不同客群

設計出的虛擬代言也就有所差異，若跳脫大眾運輸領域，在不同政策領域更會產

生多元的行銷方案，因此筆者認為若要通盤了解公部門虛擬代言的成效，必須針

對不同領域的虛擬代言進行分類，在同性質的領域下，才能以相對客觀的視角進

行比較，以獲得最真實的分析結果。 

 

四、客層限制 

如同先前提到不同行銷方案適用不同客群的道理，目前研究的虛擬代言政策

行銷案例僅限於年輕族群，對於其他年齡層的族群吸引程度可能會有不同結果，

這部分本次調查雖然尚未獲得實證，但倘若想針對不同年齡世代的群體進行研

究，除了必須了解跨年齡層招募受試者的困難外，題目設計、實驗設計、誘因機

制等等操作方法，也必須重新因應老、中、青、幼等多重世代各別設計，畢竟行

銷客群的多元難題始終存在，學術研究也必須正視這項問題。 

此外，能否從單一虛擬代言案例中抓取所有年齡世代的準確意見，還得看該

世代能否有效理解虛擬代言本身的意義表達，例如，以本次研究調查的高捷少女

案例，對於幼童世代的實驗設計恐怕就不適合放上「請勿低頭滑手機」的宣導圖

像，並且要求受試者從圖像中表達自己的想法，畢竟並非所有幼童在該年齡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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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暢玩，這樣的調查方法無異是緣木求魚。簡言之，客層限制對研究的最直接

衝擊，就是受試者生活經驗的差異，會造成研究者擷取資訊的鴻溝。 

 

對於未來的研究方向，筆者認為有興趣研究公部門虛擬代言的後進，必須先

衡量自己身邊的可支應資源與調查地域，以利獲得最精確的調查結果。此外，可

以嘗試針對相同政策領域或政府服務領域，但虛擬代言畫風截然不同的角色進行

比較，如此一來就有機會了解究竟是地方文化造就畫風差異，還是目標客群不同

因此產生不同的行銷設計，畢竟在虛擬代言的行銷世界裡，將民眾視為目標客群

已經是既定的概念，如何滿足目標客群的想望與迎合審美觀是首要任務，然而想

望與審美觀總是隨著時間或地方文化產生變動，因此筆者認為，公部門虛擬代言

仍有不少面相尚未獲得解答，從各個案例的公部門虛擬代言「行銷設計脈絡」與

「目標客群思維」下手探討，相信能獲得豐富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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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問卷構面與編碼 

題號 題目 選項 

1.  請問您是否為高雄市民？ 
0. 不是 

1. 是 

2.  請問您的性別？ 
0. 女性 

1. 男性 

3.  請問您就讀的年級？ 
0. 學士班 

1. 碩士班 

4.  請問您知道高捷少女是虛擬代言嗎？ 
0. 不知道 

1. 知道 

認知辨識 

5.  請問您知道高捷少女嗎？ 
0. 不知道 

1. 知道 

6.  請問您是否知道何謂「虛擬代言」？ 
0. 不知道 

1. 知道 

路徑分流 

7.  本題由訪員執行操作，請稍後 
0. 橙色 

1. 綠色 

不知道者 

7-0-1 

給予說明： 

 

「虛擬代言」是藉由圖像化模式，向大

眾宣傳服務或產品的方法，源發自商業

行銷模式，近年逐漸被受政府青睞，成

為政策行銷的模式之一。 

 

高捷少女角色是以旅客乘車會遇到的

四種服務人員屬性（站務員、駕駛、工

程師、客服員）設計，原始設計用意在

於提倡「請勿於車站及系統內飲食」以

及「關門警示音響起請勿強行進出車

廂」等捷運乘車禮節宣導。 

 

此外，虛擬代言角色也應用於高雄市政

府警察局的「防酒駕宣傳」、市政府觀光

局「城市觀光行銷」、以及「輕軌捷運路

權宣導」等領域。近年為拓展宣傳效益，

亦以捷運系統原始背景設定，推出周邊

商品及電腦遊戲。 

 

7-0-2 看到這樣的宣傳內容，我感到 1. 非常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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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題目 選項 

2. 不喜歡 

3. 無感 

4. 喜歡 

5. 非常喜歡 

知道者 

7-1-1 
請問下列何者是目前採用虛擬代言宣

傳的政策主題？ 

1. 一遊未盡 

2. 捷運心文化運動 

3. 忠誠票推動 

4. 親子友善，關懷禮讓 

5. 捷運文化及禮儀（禁止

飲食、勿強行上車、感冒

配戴口罩等） 

7-1-2 
請問您從何得知虛擬代言的訊息？（可

複選） 

1. 捷運公司網站 

2. 車站燈箱廣告 

3. 車廂內廣告 

4. 捷運公司 Facebook 頁面 

5. 虛 擬 代 言 設 計 公 司

Facebook 頁面 

6. 其他＿＿＿＿＿＿＿ 

7-1-3 
請問虛擬代言角色能讓您連想到過去

的乘車經驗嗎？ 

0. 不能 

1. 能 

7-1-4 

看到這樣的宣傳內容，我感到： 

 

 非常不喜歡 

 不喜歡 

 無感 

 喜歡 

 非常喜歡 

8. 移情作用 

自我察覺 6 5 4 3 2 1 

8-1  我自認對周遭環境的注意力相當高。       

8-2  
我自認對自己身邊的人事物能清楚掌

握。 
      

8-3  我自認了解自我內心想法。       

8-4  我時常關注自己的表現。       

8-5  我在意其他人對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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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題目 選項 

8-6  我時常反思生活中看見的事物。       

8-7  我時常聽取熟人（長輩或朋友）建議。       

意義束縛 6 5 4 3 2 1 

8-8  代言人的名聲是我評斷品牌的基準。       

8-9  
我認為代言人與產品的名聲是相輔相

成的。 
      

8-10  
我會因為「代言人」近期事件重新思考

品牌可靠度。 
      

8-11  
我會因為「產品」的近期事件重新思考

品牌可靠度。 
      

8-12  產品的名聲「不是」我評斷品牌的基準。       

8-13  
代言人的外表，將決定我喜歡此「代言

人」的程度。 
      

8-14  
代言人的外表，將決定我喜歡此「品牌」

的程度。 
      

9. 自我指涉 

我認為採用高捷少女作為政策行銷的方式是： 6 5 4 3 2 1 

9-1  很有效的宣傳模式。       

9-2  令人印象深刻。       

9-3  成功吸引我的關注。       

9-4  相當生動有趣。       

9-5  值得信任。       

9-6  切合實際需求。       

9-7  表意清晰。       

9-8  符合邏輯。       

10 – 11. 自我認同 

10. 我認為採用高捷少女作為政策行銷的方

式，能使我： 
6 5 4 3 2 1 

10-1  向親朋好友推薦搭乘捷運系統。       

10-2  開始關注相關政策宣導。       

10-3  增加自己對捷運系統的滿意度。       

10-4  更「不喜歡」捷運系統相關服務。       

10-5  對捷運相關的公共服務抱持正面態度。       

10-6  提高搭乘捷運系統次數。       

10-7  購買相關周邊商品。       

11. 整體而言 6 5 4 3 2 1 

11-1  
整以而言，虛擬代言能提升捷運系統對

我的吸引力。 
      

11-2  
整體而言，虛擬代言「無法」提醒我應

遵守乘車禮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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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題目 選項 

12 – 14. 交通數據 

12.  請問您平均「每週」搭乘捷運的次數？ 

0 次 ───────────────── 50 次 

13.  
請問您日常外出最常使用交通工具的前三名為何？（排序題，請依您

認為最有吸引力的「前三名」給予排名） 

 機車  

 自用小客車  

 計程車  

 捷運  

 市區公車與客運  

 台鐵  

 台灣高鐵  

 自行車  

 步行  

14.  依照上題較常使用的前三名，請問您每週搭乘的頻率分別是？ 

 第一名頻率每週約 

0 次 ─── 50 次  第二名頻率每週約 

 第三名頻率每週約 

15 – 19. 基本資料 

15.  請問您的「月收入」？ 

1. NTD 5,000 以下 

2. NTD 5,001－10,000 

3. NTD 10,001－15,000 

4. NTD 15,001－20,000 

5. NTD 20,001－25,000 

6. NTD 25,001－30,000 

7. NTD 30,000 以上 

16.  

請問您目前每月大概會花多少錢「加值

電子票證（例如：悠遊卡／一卡通／有

錢卡等）」？（單位：NTD） 0 元 ─── 10,000 元 

17.  
根據上述消費金額，請問您大概每月會

花多少錢搭乘「捷運」？（單位：NTD） 

18.  
請問您到政大就讀之前，先前居住最久

的縣市？ 

1. 臺北市 

2. 新北市 

3. 桃園市 

4. 臺中市 

5. 臺南市 

6. 高雄市 

7. 基隆市 

8. 新竹市 

9. 新竹縣 

10. 苗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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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題目 選項 

11. 彰化縣 

12. 南投縣 

13. 雲林縣 

14. 嘉義縣市 

15. 屏東縣 

16. 宜蘭縣 

17. 花蓮縣 

18. 台東縣 

19. 澎湖縣 

20. 金門縣 

21. 連江縣 

22. 境外 

19.  

承上題，請問您在先前居住的縣市有搭

乘捷運（MRT）、輕軌（LRT）、快捷巴

士（BRT）的經驗嗎？ 

0. 沒有 

1. 有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