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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從以上的文獻資料可以看出，關於品牌性格的研究在近年來蓬勃的興起，並

且可也以知道，廣告對於品牌的建立具有關鍵性的影響，而其中廣告代言人甚至

可以影響品牌性格的塑造，進而對品牌的銷售和成敗也會受到關聯。品牌在現在

社會中是如此興盛的議題，品牌性格的研究也不少，但卻沒有足夠的研究，深入

探討品牌性格的塑造，究竟受到哪些因素影響，因此，本章節將針對本研究的研

究方法，做一完整的說明。本研究係以實驗法(experimental research)來探討各變

項之間的關係，根據 Campell 和 Stanley(1966)，實驗研究即是以實驗室操弄的

方法，控制無關變項，操弄研究變項，以探討獨變項對於依變項影響的研究方法，

擁有較高的內在效度，能夠確認獨變項的影響與效果。實驗研究法可以依照是否

有控制組、是否有前後測、是否可以控制變異量⋯等因素，而進一步分為前實驗

設計(pre-experimental design)、真實驗設計(experimental design)與準實驗設計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三種，各有多種設計方式。而本研究採取的是真實驗

研究中的雙組比較僅後測設計(posttest only control group design)，先隨機將受試

者分為控制組與四個實驗組，共五組，再進行實驗操弄，最後比較控制組與四個

實驗組之間的結果。 

本章節以下將分別就研究變項、研究工具、研究樣本、研究流程與分析方法

等的部分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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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變項 

本研究分為名人廣告代言人類型、廣告代言人性格形象與品牌性格三大部

分。 

1.不同的名人代言人 

  本研究採取名人類型代言人，係指公眾知名人物，如演員、運動員、政治家

等，其成就領域與其推薦的產品無直接相關。公眾知名人物有多種不同次類型，

在本研究中選擇藝人、運動員、作家與政治人物四種類型，探討不同的名人代言

人產生的影響。 

2.廣告代言人性格形象 

由受試者評量，採用 Osgood語意差異量表法，用 big five的五大向度中的

形容詞來檢測，兩極化形容詞中採用七點評分，受試者在其中勾選，越接近左方

形容詞者，分數越低；越接近右方形容詞者，分數越高。各面向有五個項目測量，

採取平均得分方式計算，計算廣告代言人性格形象的各面向得分。 

3.品牌性格 

採取 Aaker(1997)所建立的五個向度純真 (sincerity) 、刺激 (excitement) 、

勝任 (competence) 、教養 (sophistication) 與強壯 (ruggedness) ，採用 Likert五

點量表計分方式。各面向有五個項目測量，採取平均得分方式計算，計算品牌性

格的各面向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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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工具 

一、平面廣告製作 

1.選擇手機品牌的原因 

產品的選擇以近年來較為流行的產品-手機為主，並且其普及率在台灣已相

當高，達到八成以上。本研究選擇的是 Nokia7210手機，原因在於 Nokia為台灣

手機領導品牌中，沒有使用過廣告代言人的品牌，因此不會受到其他廣告代言人

對已代言過同一品牌手機的印象所干擾。此外，由於品牌性格難以在短期的實驗

中塑造，因此本研究不考慮採取虛擬品牌的方式塑造品牌性格，限於時間以及研

究者的品牌塑造專業能力限制，本研究方選擇既存品牌。Nokia手機目前有許多

熱賣機型，本研究自 Nokia台灣網站(www.nokia.com.tw)中挑選出 7210型，係因

其外型設計較其他同期機種更加炫麗、特殊，並且網站上對其描述最為詳盡（人

們都說，你如果擁有了Nokia 7210，絕對會忍不住想要炫耀它！！因為，它超

炫的高解析度彩色螢幕，總會讓人目不轉睛的注視，而它多款設計大膽可前後自

行更換Xpress-onTM的華麗彩殼，更能豐富你的時尚體驗。此外，Nokia 7210內

建多首精心挑選的和絃鈴聲，不但讓你享受專屬的音樂饗宴，更會讓你的生活變

得與眾不同。 現在就來親身體驗Nokia 7210如何發掘你的時尚激因，讓你變得

不一樣!!） 

，因此，在短期中能夠造成明顯的品牌性格，以 Nokia7210效果最佳。 

2.廣告代言人的選擇標準 

  本研究以名人型代言人為廣告代言人的研究主體，不考慮其他類型代言人。

代言人選擇的標準如下： 

1. 未代言過其他品牌手機，避免代言效果的混淆。 

2. 名人型代言人，在本研究中選擇身分為藝人、運動員、作家與政治人物

等身份的代言人各一位。 

3. 近年來有活躍於公眾的表現。 

本研究所選擇的藝人身分代表為王力宏（2002年 Hit FM電台最受歡迎男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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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大陸地區票選最受歡迎男歌手）、運動員代表為張誌家（2001年世界盃棒球

賽中華隊MVP）、作家代表為李敖（2000~2002出版多本書籍並登上暢銷書排行

榜、跨足主持評論性節目、入選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政治人物代表為馬英九

（2002年高票連任台北市長，並為大學生風雲人物前三名）。本研究所選擇的四

位廣告代言人，係因各代言人擁有不同的身份，為避免選擇單一身份作為代言人

時，性格形象擁有過於相近的特質，選擇不同身份的代言人可以使代言人的性格

形象組合更加豐富，因此增加了代言人的數量與身份。此外，代言人的性格形象

為本研究的重點，並非在考量不同的代言人是否能夠代表其所屬的類別，此外，

為避免性別可能造成的干擾，因此本研究的廣告代言人皆選擇同一性別，以男性

為主。 

3.平面廣告的製作過程 

    本研究為避免廣告代言人效果過低，將平面廣告設計為三份，以增加受試者

對廣告材料的曝露(exposure)機會。並且，在四組代言人以外，加上「無廣告代

言人組」，作為控制組，以確定代言人的效果。 

本研究的三個平面廣告設計，將從網站內容上 Nokia公司對 7210手機的功

能介紹與特質訴求，平均分布於三則廣告之中，以其透過三則平面廣告，造成代

言人代言品牌的效果。 

首先在Nokia台灣網路與手機王網站上下載取得Nokia7210手機及相關的照

片，以及相關的手機功能特質介紹，並尋找合適的代言人照片，使用 powerpoint

簡報軟體製作。 

‧ 在第一則廣告中 

    「無廣告代言人組」在廣告標題上選擇「你也可以變得不一樣」字樣，此標

題是自 Nokia台灣網站中介紹 Nokia7210型機種的網頁中，原本的標題；廣告文

字的部分則摘自介紹 Nokia7210型機種的網頁中，網頁中原有的文字，以及

Nokia7210原有的真實功能，選擇「高解析度彩色螢幕」、「華麗彩殼」、「和絃鈴

聲」、「下載數位服務」、「Java遊戲」五項；手機圖片是自 Nokia台灣網站中介紹

Nokia7210型機種的網頁中，原本的真實手機照片。 

    「藝人代言人組」、「運動員代言人組」、「作家代言人組」、「政治人物代言人

組」，在廣告標題、廣告文字和手機圖片的項目上，皆與「無廣告代言人組」相

同，唯增加廣告代言人照片，並且在照片右方標示「×××誠心推薦」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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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代言人平面廣告的實際範例，附於附錄三到七(第 95、98、101、104、

107頁)。 

‧ 在第二則廣告中 

「無廣告代言人組」在廣告標題上設計為「Nokia7210和誰最速配」字樣，

手機圖片選自手機王網站中，有正反兩面的真實照片，並與第一則廣告使用不同

顏色圖片，並在文字描述中加入手機的「行事曆、趣味遊戲、三頻功能與內建

FM收音機」功能。 

    「藝人代言人組」、「運動員代言人組」、「作家代言人組」、「政治人物代言人

組」，在廣告標題、廣告文字和手機圖片的項目上，皆與「無廣告代言人組」相

同，廣告標題由「和誰最速配」改為「和我最速配」，文字內容將「您」改為「我」；

唯增加廣告代言人照片，並且在廣告版面配置上略有更動。 

  關於代言人平面廣告的實際範例，附於附錄三到七(第 96、99、102、105、

108頁)。 

‧ 在第三則廣告中 

「無廣告代言人組」在廣告標題上設計為「擁有 Nokia7210，讓您從黑白變

彩色」字樣，左右各使用同一手機圖片，一為黑白、一為彩色，並在兩圖片中間

加入文字敘述，以強調手機的價值。 

    「藝人代言人組」、「運動員代言人組」、「作家代言人組」、「政治人物代言人

組」，在廣告標題、廣告文字和手機圖片的項目上，皆與「無廣告代言人組」相

同，廣告標題由「讓您從黑白變彩色」改為「讓我從黑白變彩色」，文字內容將

「您」改為「我」；並增加廣告代言人照片於手機螢幕中。 

  關於代言人平面廣告的實際範例，附於附錄三到七(第 97、100、103、106、

1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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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問卷 

  問卷共分為 AB兩卷。 

A卷是無廣告代言人的組別所填寫。第一部份是關於廣告，不進行統計分

析，目的僅是讓受試者更仔細觀看平面廣告，增加注意廣告訊息的時間。題數與

內容包括： 

1. 選出最喜歡的廣告：題數 1。 

2. 關於對廣告的感覺：題數 1~4。 

3. 關於對手機的感覺：題數 1~3。 

第二部分關於產品，採用 Aaker(1997)五大建構，各項選出五個形容詞，共

25個形容詞，來描述該手機的品牌性格。題數與問題對照如下： 

1. 「純真」面向：在題數 1~5，包括純樸的、誠實的、保守的、溫暖的、感性

的五項。 

2. 「刺激」面向：在題數 6~10，包括大膽的、時髦的、年輕的、獨特的、創新

的五項。 

3. 「勝任」面向：在題數 11~15，包括可信賴的、勤奮的、聰明的、具領導力

的、有信心的五項。 

4. 「教養」面向：在題數 15~20，包括上層階級的、有魅力的、迷人的、優雅

的、性感的五項。 

5. 「強壯」面向：在題數 21~25，包括男子氣概的、活躍的、運動的、粗獷的、

強壯的五項。 

第三部分是關於受試者的個人資料，題數與內容包括： 

1. 受試者性別：在題數 1。 

2. 受試者學院：在題數 2。 

3. 受試者年級別：在題數 3。 

關於無代言人組的研究問卷，附於附錄一(第 86~89頁)。 

 

B卷是有廣告代言人的組別所填寫，另編號 1~4，代表四組不同的廣告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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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組別。第一部份關於廣告，內容同 A卷。第二部分關於廣告代言人，採用 big 

five的五大向度，各向度選擇五組形容詞，共 25組形容詞，來描述性格的建構。

題數與問題對照如下： 

1. 「神經質」面向：在題數 1、6、11、16、21，包括喜怒無常的─鎮定的、神

經緊繃的─心情放鬆的、情緒化的─不會情緒化的、深感內疚的─不會內疚

的、易怒的─心情平和的五項。本面向的得分，因高分組特性偏重負向特質，

恰與其他四面向特質裡，高分組偏向正向的特質相反，因此，本研究在統計

分析與問卷設計上，將此面向的分數左右置換，在此面向上得分越高，代表

越不具備神經質的特性，情緒越穩定。 

2. 「外向性」面向：在題數 2、7、12、17、22，包括沉默的─健談的、被動的

─主動的、不愛社交的─愛社交的、沒有活力的─有活樂的、拘謹的─活潑

率性的五項。在此面向上得分越高者，代表越具備此項特質。 

3. 「開放性」面向：在題數 3、8、13、18、23，包括不擅分析的─擅於分析的、

缺乏創造力的─具有創造力的、不喜歡追根究底─具好奇心的、興趣狹隘的

─興趣廣泛的、不懂世故的─有教養的五項。在此面向上得分越高者，代表

越具備此項特質。 

4. 「友善性」面向：在題數 4、9、14、19、24，包括冷漠的─親切的、不信任

他人的─信任他人的、頑固的─柔順的、不愛助人的─喜歡助人的、不合作

的─合作的五項。在此面向上得分越高者，代表越具備此項特質。 

5. 「嚴謹性」面向：在題數 5、10、15、20、25，包括雜亂無章的─井然有序

的、懶惰散漫的─努力勤奮的、草率的─謹慎的、不切實際的─務實的、意

志薄弱的─意志堅定的五項。在此面向上得分越高者，代表越具備此項特質。 

第三部份關於產品，第四部分關於受試者的個人資料，皆與 A卷同。 

關於有代言人組的研究問卷，附於附錄二(第 90~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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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樣本 

本研究為採取方便抽樣的方式，來自於受試者方便取得的大學與研究所碩士

班學生樣本。由於手機使用者多為年輕族群，因此本研究選擇取樣自大學部與研

究所部的學生。 

  本研究分組的方法為隨機方式，採用同時分派法，將所有受試者同時集中，

以報數的方法分派到不同組別。本研究採取組間分組方式(between subject)，將受

試者分為「無廣告代言人組」、「藝人代言人組」、「運動員代言人組」、「作家代言

人組」、「政治人物代言人組」共五組，分別進行問卷的填答，每位受試者只參與

一組，填答一份問卷。 

    根據 Kirk(1995)實驗設計的統計考驗力，進行組間分組時，一般以 power=.8

以上表示擁有較佳的統計考驗力。依照 Kirk的分析與計算，本研究將分為五組，

各組代言人性格有擁有五個面向，經計算之後，得到一組至少應有 32人，五組

共為 160人，因此，本研究有效樣本至少為 160人。 

本研究的研究樣本取自於淡江大學「管理心理學」修課同學，以及政治大學

「普通心理學」修課同學，該兩門課程的開課對象皆是整合開課性質，因此選課

學生範圍廣及全校。本研究的有效樣本共 202人，其中來自淡江大學共 89人、

政治大學共 113人，分至無代言人組共 41人，王力宏組共 41人、張誌家組共

40人、李敖組共 38人、馬英九組共 42人。各組有效樣本數如表 3-1所示。 

表 3-1 本研究有效樣本數 

 無代言人

組 

王力宏組 張誌家組 李敖組 馬英九組 合計 

淡江大學 18 18 17 18 18 89 

政治大學 23 23 23 20 24 113 

總計 41 41 40 38 42 20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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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流程 

首先，選取樣本，來自於受試者方便取得的大學與研究所碩士班學生樣本。 

再者，根據受試者的隨機分為五組，各組發給不同的平面廣告，觀看同一代

言人（或無代言人）的三則平面廣告。由於是在上課班級中統一發放問卷，在發

放問卷的過程中，先將問卷依照「無代言人組」、「王力宏組」、「張誌家組」、「李

敖組」、「馬英九組」的順序交錯放置，以避免受試者接收問卷時的數量不平均問

題。在統一發放問卷時，叮囑受試者不可翻閱內頁資料，僅可從最上面拿取一份

資料，並且在所有受試者都拿到資料前，不可翻閱內頁。 

再者，所有受試者拿到研究問卷後，統一宣讀指導語及解釋疑問，並叮囑受

試者在作答時不可與鄰座同學討論。請受試者在看過平面廣告後，填寫研究問卷。 

再者，受試者統一開始閱讀平面廣告，並填答問卷內容。填寫完畢者交回研

究問卷，研究者回收研究問卷。 

最後，將研究問卷資料編碼，進行統計分析，並且進一步提出研究結果和研

究限制。 

 
圖 3-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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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分析方法 
本節將說明本研究架構中各變項關係如何分析與計算，各研究問題採用何種

統計方法。 

 

 

 

 

 

 

                                 

 

 

 

 

 

 

圖3-2 分析方法 

 

研究問題一 探討〝不同的名人代言人〞的〝性格形象〞為何？ 

本研究將代言人性格形象分為五面向，各有五項目測量，將廣告代言人的四

組，各自以平均數計算得分。此外，採用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ANOVA）分

析，將有廣告代言人的四組，在其性格形象的五大面向上的分數分別加以檢定，

以確認各面向上的特質，是否有顯著的差異。最後將受試者的性別差異加入分析。 

研究問題二 探討〝廣告代言人性格形象〞對〝品牌性格〞的影響為何？  

此部份可分為以下幾個問題：  

1. 「與沒有廣告代言人時的品牌性格做比較，有廣告代言人時的品牌性格，在

純真、刺激、勝任、教養、強壯五個面向上，有無顯著的差異？」此問題將

有廣告代言人的四組在品牌各面向上的分數，分別與無廣告代言人組的品牌

性格各面向，以平均數計算得分，再分別作 t檢定（t-test），探討在各面向

廣告代言人 

性格形象 

1. 神經質 

2. 外向性 

3. 開放性 

4. 友善性 

5. 嚴謹性 

品牌性格 

1. 純真 

2. 刺激 

3. 勝任 

4. 教養 

5. 強壯 

不同的 

名人代言人 

1. 王力宏 

2. 張誌家 

3. 李敖 

4. 馬英九 
1.t檢定 

2.ANOVA 

3.Multiple 

Regression 

4.Factor 

Analyssis 

1.Descriptive 

Statistics 

2.ANOVA 



 46 

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2. 「不同廣告代言人代言時的品牌性格，在純真、刺激、勝任、教養、強壯五

個面向上，有無顯著的差異？」此問題採用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ANOVA）

分析，將有廣告代言人的四組，在品牌性格的五大面向上的分數分別加以檢

定，以確認各面向上的特質，是否有顯著的差異。 

3. 「廣告代言人性格形象，在神經質、外向性、開放性、友善性與嚴謹性五個

面向上，對品牌性格的純真、刺激、勝任、教養、強壯五個面向上，有如何

的影響力？」此問題採用多元迴歸（multiple regression）的分析方法，將有

廣告代言人的四組，以廣告代言人性格的五大面向為預測變項，分別探討對

品牌性格的五大面向造成的預測力為何，以探討對品牌性格各面向中最具影

響力的性格面向，各是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