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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在本章節的內容中，將陳述受試者填寫問卷後，將所得資料利用 SPSS 10.0

套裝統計軟體分析後的結果。共分為以下幾個部分：首先是研究樣本部分，透過

描述性統計來說明研究樣本的人口統計特性；再者是廣告代言人性格形象部分，

透過平均數計算得分，來說明各組代言人在性格形象五大面向上的得分各是如

何，另外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探討各組代言人的性格形象，是否有顯著的

差異；第三，是品牌性格部分，分別透過平均數計算、t檢定、變異數分析與迴

歸分析等統計方法，來說明各組代言人與無代言人組在品牌性格上的得分各是如

何，以及各組代言人與無代言人的品牌性格是否有顯著差異，與各組代言人之間

品牌性格是否有顯著差異，最後，本研究進一步探討廣告代言人性格形象五大面

向對於品牌性格的五大面向，是否有顯著的影響。 

  除了以圖表、數字等方式呈現統計結果之外，在本章節中並針對研究的統計

結果，進行說明和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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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樣本描述 

在全體有效樣本 202人中，包含女性 126人(62.38%)、男性 76人(37.62%)。 

在樣本就讀學院別中，來自管商館學院共 125人(61.88%)(含商學院 58人)、

文學院共 8人(3.96%)、工學院共 7人(3.47%)、外語學院共 7人(3.47%)、法學院

共 1人(0.49%)、社會科學院共 45人(22.28%)、理學院共 9人(4.46%)。 

在樣本就讀年級別中，來自一年級共 21人(10.40%)、二年級共 36人

(17.82%)、三年級共 75人(37.13%)、四年級以上共 70人(34.65%)。 

從以上資料可得知，本研究樣本由於來自方便取樣，各特質並非隨機分配，

但因為樣本的學院別與年級別等特質，並非本研究影響的重要因素與探討焦點，

因此僅供參考，不另做分析統計之用。而性別可能影響對代言人形象看法，性別

差異的結果分析將在下節探討。 

表 4-1為本研究的樣本特性。 

表 4-1  樣本特性 

性別 男性 女性 

人數 126 76 

學院 商管 文 工 外語 法 社科 理 

人數 125 8 7 7 1 45 9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人數 21 36 75 7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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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廣告代言人性格形象 

  本節欲回答本研究問題一「探討〝名人代言人類型〞的〝廣告代言人性格形

象〞為何？」，透過各特質面向的平均數計算，可以得知各代言人在性格特質的

五大面向─神經質、外向性、開放性、友善性與嚴謹性上的得分為何。 

  代言人的性格形象採用七點量表，1~7分進行評估。代言人在該面向上得分

越低者，代表該代言人越不具有該面向的特質；反之，在該面向上得分越高者，

代表該代言人越具有該面向的特質。 

  表 4-2中列出各代言人的平均數得分與變異數分析，其標準差用括號表示。 

 

表4-2 各廣告代言人的性格形象特質得分及變異數分析表 

性格形象面向得分  

神經質 外向性 開放性 友善性 嚴謹性 

王力宏 4.87(1.01) 5.39(1.11) 5.11(1.08) 5.01(1.13) 4.98(1.04) 

張誌家 4.70(1.40) 5.22(1.48) 4.72(1.46) 5.01(1.37) 4.81(1.26) 

李敖 4.30(1.46) 4.77(1.46) 4.91(1.73) 3.66(1.44) 4.98(1.51) 

廣告 

代言

人 

馬英九 5.10(1.28) 5.23(1.17) 5.10(1.23) 4.97(1.08) 5.31(1.13) 

F-value 9.824* 3.356* 2.008 27.930* 2.568* 

＊ p<.05 

括號內為標準差。 

 

  從表 4-2的數據顯示，王力宏最高性格形象得分的前兩項為：外向性與開放

性；張誌家最高性格形象得分的前兩項為：外向性與友善性；李敖最高性格形象

得分的前兩項為：嚴謹性與開放性，而其友善性為所有代言人各大面向中唯一低

於 4分以下者；馬英九最高性格形象得分的前兩項為：嚴謹性與外向性。 

  表 4-2中的括號數字代表標準差，可以從標準差的數值中，看出是否特代言

人的性格形象特質，受到不同受試者評估會有參差不齊的現象。各廣告代言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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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形象特質，以標準差來看，王力宏、馬英九相對於張誌家、李敖，標準差較

低，表示王力宏、馬英九在受試者心中有一致性較高的性格形象特質，而張誌家、

李敖則較不一致。但是，從全體代言人來看，受試者在評定各組廣告代言人的性

格形象時，各組代言人的各性格形象特質，標準差皆在 1.03~1.73之間，並無標

準差特別大的狀況，因此，各代言人的性格形象特質，擁有高度的一致性，不因

受試者的不同而產生評定差異過大的現象，符合 Stringer(1984)所說形象在同一

群人的觀點中，具備相近的特質，因此受試者在評估代言人的性格形象時，有大

致相同的看法。 

  另外，透過變異數分析(ANOVA)，檢驗各組代言人的性格特質面向是否有

顯著差異，結果可知在α=.05的顯著水準下，除了「開放性」此面向上，各組代

言人無顯著差異之外，「神經質」、「外向性」、「友善性」與「嚴謹性」四面向上，

各組代言人有顯著差異，但僅能說明至少其中一組與其他組別有顯著差異，無法

確認差異來自於哪一組。因此，透過 ANOVA 分析，可以確認各組代言人在其性

格行向上的特質，有顯著的差異。 

為了方便各組代言人的五大性格形象特質比較，可以參考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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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各廣告代言人的性格形象特質 

  受試者的性別可能影響其對代言人性格形象的認知差異，因此採用 t檢定分

別探討是否造成顯著差異，結果如表 4-3顯示。 

 

表4-3 男女受試對各廣告代言人性格形象的知覺差異 

性格形象面向 t-value  

神經質 外向性 開放性 友善性 嚴謹性 

王力宏 .946 -.457 .057 .571 .706 

張誌家 -1.087 -3.368 -1.906 -1.779 -1.333 

李敖 .155 1.636 -.012 .216 .522 

廣告 

代言

人 

馬英九 .262 -.119 -1.394 -.179 -.785 

    根據表 4-3結果所示，當受試者分為男性與女性時進行比較時，各組廣告代

言人，在性格形象的任一面向，皆無達到顯著差異，顯示在本研究中，受試者的

性別差異，並未對其認知代言人的性格形象上，造成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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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不同代言人所形成的 Nokia7210

之品牌性格 

本節欲回答研究問題二「探討〝廣告代言人性格形象〞對〝品牌性格〞的影

響為何？」，以下分為幾個部分進行探討。需特別注意的是，本研究所有關於品

牌性格的描述與分析，皆是針對本研究所選擇的產品─Nokia 7210手機，而非其

他品牌與款式的手機。 

 

一、品牌性格得分 

透過無代言人與各組代言人共五組的平均數計算，可以得知各組在評估品牌

性格五大面向─純真、刺激、勝任、教養與強壯上的得分各是為何。 

  品牌性格形象採用五點量表，1~5分進行評估。各組在該面向上得分越低

者，代表該組在該品牌性格的面向上越不具有該面向的特質；反之，在該面向上

得分越高者，代表該組在該品牌性格的面向上越具有該面向的特質。 

  以表 4-4中列出各組品牌性格的平均數得分，其標準差用括號表示。其中，

無代言人組視為控制組，代表 Nokia 7210手機在無代言人的情況下，原始的品

牌性格得分。 

 

表4-4 各組品牌性格得分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品牌性格面向得分  

純真 刺激 勝任 教養 強壯 

無代言人組 2.53(0.76) 3.94(0.46) 3.20(0.64) 3.29(0.59) 2.77(0.79) 

王力宏組 2.67(0.65) 3.86(0.43) 3.28(0.54) 3.29(0.56) 3.04(0.67) 

張誌家組 2.78(0.79) 3.79(0.42) 3.18(0.64) 3.04(0.56) 3.35(0.70) 

李敖組 2.63(0.32) 3.72(0.44) 3.23(0.33) 2.86(0.40) 2.7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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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組 2.68(0.79) 4.01(0.35) 3.40(0.67) 3.42(0.63) 2.89(0.82) 

括號內為標準差。 

圖 4-2顯示出各組代言人在品牌性格面向上的得分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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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的品牌性格面向「刺激」，無論在任何代言人組別之下，都是得分最高的項

目，而其他的品牌性格上，方受到不同代言人的影響。 

 

各組品牌性格的得分，以標準差來看，受試者在評定各組品牌性格時，標準

差皆在 0.32~0.82之間，並無標準差特別大的狀況，因此，各組的品牌性格，擁

有高度的一致性，不因受試者的不同而產生評定差異過大的現象。 

 

二、有無代言人在品牌性格面向上的差異 

  透過 t檢定分析，可以得知各個代言人分別與無代言人組，在品牌性格的純

真、刺激、勝任、教養與強壯各面向的得分上，有無顯著的差異。 

  本研究進行 t檢定分析時，採取α＝.05，即在 95%以上的顯著水準為標準，

各組在品牌性格上是否達到顯著差異。並採用兩尾檢定，因此具有方向性，若達

到正向顯著，則代表〝某位代言人組〞比〝無代言人組〞更具有該品牌性格面向

的特質；反之，若達到負向顯著，則代表〝某位代言人組〞比〝無代言人組〞更

不具有該品牌性格面向的特質。 

 

表4-5 王力宏組與無代言人組在品牌性格上的差異 

品牌性格面向得分  

純真 刺激 勝任 教養 強壯 

王力宏組 2.67 3.86 3.28 3.29 3.04 

無代言人組 2.53 3.94 3.20 3.29 2.77 

t檢定 1.185 -.526 .551 .000 1.771* 

＊ p<.05 

 

  由上表 4-5所知，王力宏組與無代言人組在品牌性格面向上的差異，在「強

壯」面向上達到顯著，表示王力宏組比無代言人組，更具有「強壯」的品牌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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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張誌家組與無代言人組在品牌性格上的差異 

品牌性格面向得分  

純真 刺激 勝任 教養 強壯 

張誌家組 2.78 3.79 3.18 3.04 3.35 

無代言人組 2.53 3.94 3.20 3.29 2.77 

t檢定 1.884* -.706 .000 -1.420 4.102* 

＊ p<.05 

 

  由上表 4-6所知，張誌家組與無代言人組在品牌性格面向上的差異，在「強

壯」與「純真」面向上達到顯著，表示張誌家組比無代言人組，更具有「強壯」

與「純真」的品牌性格。 

 

表4-7 李敖組與無代言人組在品牌性格上的差異 

品牌性格面向得分  

純真 刺激 勝任 教養 強壯 

李敖組 2.63 3.52 3.23 2.86 2.72 

無代言人組 2.53 3.94 3.20 3.29 2.77 

t檢定 .847 -1.763* .213 -2.630* -.308 

＊ p<.05 

 

  由上表 4-7所知，李敖組與無代言人組在品牌性格面向上的差異，在「刺激」

與「教養」面向上達到顯著，表示李敖組比無代言人組，更不具有「刺激」與「教

養」的品牌性格。 

 



 56 

表4-8 馬英九組與無代言人組在品牌性格上的差異 

品牌性格面向得分  

純真 刺激 勝任 教養 強壯 

馬英九組 2.68 4.01 3.49 3.42 2.89 

無代言人組 2.53 3.94 3.20 3.29 2.77 

t檢定 1.406 .523 1.760* 1.079 .974 

＊ p<.05 

 

  由上表 4-8所知，馬英九組與無代言人組在品牌性格面向上的差異，在「勝

任」面向上達到顯著，表示馬英九組比無代言人組，更具有「勝任」的品牌性格。 

 

  根據表 4-5到 4-8的結果顯示，各組代言人與無代言人組的品牌性格面向比

較，達到顯著差異的面向不盡相同。例如，王力宏組與張誌家組在「強壯」面向

上達到顯著，而他們的性格形象特質中較高分者皆有「外向性」，因此其性格特

質中的「外向性」，可能影響「強壯」的品牌性格；李敖組在「教養」與「刺激」

面向上達到顯著，而較為明顯的性格特質為「高嚴謹性」與「低友善性」，這兩

者可能影響「教養」與「刺激」的品牌性格；馬英九組在「勝任」面向上達到顯

著，而其性格特質中最高分者為「嚴謹性」，可能影響「勝任」的品牌性格。 

 

  從 T檢定的比較分析中，針對每一個品牌性格的面向，可以整理出以下幾

個可能的現象或影響： 

1. 「純真」面向：所有代言人組都比無代言人組的得分高，顯示代言人較可以

展現出品牌的純真性格，因此，若純真的品牌性格為重要的考量，使用代言

人效果會比不使用代言人更能展現其特色；另外，只有張誌家組在此面向上

達到顯著，而張誌家的性格形象中的「友善性」特質亦為較其他代言人更高，

因此，「友善性」可能影響「純真」的品牌性格。 

2. 「刺激」面向：是 Nokia 7210手機中原本最為突顯的品牌性格面向，因此

大部分的代言人在此面向上皆不達到顯著，因為本研究係已在 Nokia 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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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推出市場許久後，才進行施測，該手機的品牌性格在一般大眾的心中，

已經透過電視廣告、親身使用與各種接觸經驗中，形成相當穩固的形象，因

此，不太可能受到不同的代言人代言效果所影響；另外，只有李敖組在此面

向上達到負向顯著，表示李敖組的品牌性格刺激面向上，顯著低於無代言人

組，有減弱手機原本的刺激性格，而李敖的性格形象中的「友善性」亦最低，

亦是顯著不同於其他組別的現象，以及其性格具有「高嚴謹性」，因此「低

友善性」與「高嚴謹性」可能減弱「刺激」的品牌性格。 

3. 「勝任」面向：各組代言人中，唯有馬英九組在此面向上達到顯著，而其性

格特質中較高分的為「嚴謹性」，因此，「嚴謹性」可能影響「勝任」的品牌

性格。 

4. 「教養」面向：各組代言人中，唯有李敖組在此面向上達到顯著，而其性格

特質為「高嚴謹性」與「低友善性」，因此，「嚴謹性」與「友善性」可能影

響「教養」的品牌性格。 

5. 「強壯」面向：各組代言人中，王力宏組與張誌家組在此面向上皆達到顯著，

而其性格特質中較高分者皆有「外向性」，因此，「外向性」可能影響「勝任」

的品牌性格。 

 

從品牌性格的面向的論述來看，發現無論是任何一品牌性格的面向，代言人

的性格特質中的「神經質」與「開放性」皆未造成影響，一方面「神經質」面向

在各組代言人中，皆未成為較高或較低分的項目；另一方面「開放性」面向在各

組代言人中，並未有顯著差異，因此，任何的品牌性格面向，便無法認為是此面

向的影響作用。 

  然而，本研究所選擇的皆為「名人型代言人」，因其共通性為公眾知名的人

物，而大眾對於公眾人物的期待便是具備某些特質，例如，基本上公眾人物必須

在情緒上相當穩定與健康，也就是「低神經質」特質，以及必須具備相當程度的

開放性、對事物的接受度，也就是「高開放性」特質，因此，在這兩個代言人的

性格特質上，各組代言人並無達到顯著差異，在分數上亦無特殊傾向，但並不表

示此兩種代言人的性格特質，對品牌性格的形成並不重要或不具影響，唯從本研

究的 T檢定分析上尚無法看出其作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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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言人在品牌性格面向上的整體影響 

  透過變異數分析，可以知道各組廣告代言人，在品牌性格各面向上的整體影

響，及各組代言人在品牌性格各面向上的差異。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4-9 變異數分析總表 

 純真 刺激 勝任 教養 強壯 

F-value 1.355 .926 .838 3.721* 5.940* 

＊ p<.05 

 

  根據上表 4-9，可知在α=.05的顯著水準下，在「教養」與「強壯」兩個面

向上，各組代言人達到顯著差異外，「純真」、「刺激」與「勝任」三個面向上，

各組代言人則無顯著差異。各組的顯著差異僅能說明至少其中一組與其他組別有

顯著差異，無法確認差異來自於哪一組。「刺激」面向是原本較為突顯的特質，

較不受到代言人特質的影響；「純真」面向僅張誌家組達到顯著差異，以及「勝

任」面向僅馬英九組達到顯著，因此其他代言人在此部份，則並未有差異存在。 

四、小結 

  從上面的結果顯示，廣告代言人的確對於 Nokia 7210手機形塑出不同的品

牌性格。從得分上來看，除了該手機原本就很鮮明的刺激性格之外，各組代言人

所形塑出來的品牌性格順序有所不同；透過 T檢定分析各組代言人與無代言人

的差異，發現各組代言人顯著的面向不盡相同；而透過變異數分析，則發現整體

而言各組在教養與強壯面向上有顯著的差異。 

因此，從本節的結果可以得知，由於各組代言人的性格形象不同，其所造成

的品牌性格亦有差異，並且這樣的差異與代言人本身最顯著的性格特質可能有所

關聯，但從差異的分析中僅能看出不同，以及推論可能的影響，所以下節會針對

關係做更進一步的分析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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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廣告代言人的性格形象對

Nokia7210 品牌性格的影響 
  前三節所有的統計分析，都是在確定各單一的面向，有如何的表現與效果，

並且探討在品牌性格的各面向上，不同代言人組別是否具有顯著的差異，並沒有

真正針對廣告代言人的性格形象對品牌性格的影響進行分析，僅能夠分析出各組

代言人所得到的品牌性格的結果，確實有所不同而已。 

然而，本研究最主要的目的，在於探討〝廣告代言人性格形象〞對於〝品牌

性格〞的影響，因此，透過多元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方可以進

一步探討影響的關係。本研究先將所有代言人的各組，分別使用多元迴歸加以分

析，品牌性格的五大面向，以單一的品牌性格為依變項，廣告代言人性格形象的

五大面向為獨變項，分別進行五次的迴歸分析，列出各組的結果；最後再將所有

代言人的全體資料整合，以單一的品牌性格為依變項，廣告代言人性格形象的五

大面向為獨變項，分別進行五次的迴歸分析，探討在全體受試者的資料中，代言

人的性格形象對於品牌性格的影響是否顯著。 

 

一、從個別代言人來看 

結果如下表 4-10到 4-13所示。 

 

表4-10 廣告代言人性格形象對品牌性格影響的迴歸係數總表(王力宏組) 

廣告代言人性格形象  

神經質 外向性 開放性 友善性 嚴謹性 
R2 

純真 .194 -.091 -.200 .001 .381* .172 

刺激 -.033 .261 .524* -.356* .050 .338 

勝任 -.033 -.147 .467* -.182 .447* .373 

品 

牌 

性 

格 教養 -.107 -.009 .473* -.231 .279 .258 



 60 

獨 
變 
項 

依 
變 
項 

 強壯 .209 -.007 .327 -.024 -.051 .161 

＊ p<.05 

 

   

根據上表 4-10，在王力宏組中，「嚴謹性」對「純真」面向有正向顯著的影

響；「開放性」對「刺激」有正向顯著的影響，而「友善性」對「刺激」面向有

負向顯著的影響；「開放性」與「嚴謹性」對「勝任」面向有正向顯著的影響；「開

放性」對「教養」面向有正向顯著的影響。 

 

表4-11 廣告代言人性格形象對品牌性格影響的迴歸係數總表(張誌家組) 

廣告代言人性格形象  

神經質 外向性 開放性 友善性 嚴謹性 
R2   

純真 .209 -.694* .486* .305 -.101 .279 

刺激 -.558* -.336 .796* .136 -.193 .431 

勝任 .079 -.522* .514* -.113 .271 .280 

教養 -.296 -.632* .896* -.007 .076 .428 

品 

牌 

性 

格 

 強壯 .166 .055 -.109 .581* -.115 .377 

＊ p<.05 

 

  根據上表 4-11，在張誌家組中，「外向性」對「純真」面向有負向顯著的影

響，而「開放性」對「純真」面向有正向顯著的影響；「開放性」對「刺激」面

向有正向顯著的影響，而「神經質」對「刺激」面向有負向顯著的影響；「開放

性」對「勝任」面向有正向顯著的影響，而「外向性」對「勝任」面向有負向顯

著的影響；「開放性」對「教養」面向有正向顯著的影響，而「外向性」對「教

養」面向有負向顯著的影響；「友善性」對「強壯」面向有正向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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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 廣告代言人性格形象對品牌性格影響的迴歸係數總表(李敖組) 

廣告代言人性格形象  

神經質 外向性 開放性 友善性 嚴謹性 
R2   

純真 .006 .027 -.173 .390* .130 .127 

刺激 .098 .144 .183 -.262 .053 .108 

勝任 .098 -.301* .078 -.018 .332* .191 

教養 -.117 .230 -.097 .373* .243 .125 

品 

牌 

性 

格 

 強壯 .115 .078 -.173 .013 .131 .041 

＊ p<.05 

  根據上表 4-12，在李敖組中，「友善性」對「純真」面向有顯正向著的影響；

「嚴謹性」對「勝任」面向有正向顯著的影響，而「外向性」對「勝任」面向有

負向顯著的影響；「友善性」對「教養」面向有正向顯著的影響。 

 

表4-13 廣告代言人性格形象對品牌性格影響的迴歸係數總表(馬英九組) 

廣告代言人性格形象  

神經質 外向性 開放性 友善性 嚴謹性 
R2   

純真 .190 .118 .137 -.181 -.050 .220 

刺激 .090 .310 .103 -.139 -.046 .111 

勝任 .130 .011 .170 -.004 .199 .199 

教養 .355* .054 -.098 .063 .114 .216 

品 

牌 

性 

格 

 強壯 .318 .121 -.600* -.435* .405* .199 

＊ p<.05 

  根據上表 4-13，在馬英九組中，「神經質」對「教養」面向有正向顯著的影

響；「開放性」與「友善性」對「強壯」面向有負向顯著的影響，而「嚴謹性」

對「強壯」面向有正向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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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整體代言人來看 

  接下來，本研究將各組代言人納入迴歸方程式中，探討整理代言人的性格形

象對於品牌性格的影響。結果如下表 4-16所示。 

表4-14 廣告代言人性格形象對品牌性格影響的標準化迴歸係數總表(全

體代言人) 

廣告代言人性格形象  

神經質 外向性 開放性 友善性 嚴謹性 
R2   

純真 .086 -.173 .061 .192* .080 .275 

刺激 -.034 .083 .323* -.122 -.034 .103 

勝任 .095 -.220* .215 -.036 .321* .194 

教養 -.022 -.157 .299* .218* .258* .119 

品 

牌 

性 

格 

 強壯 .134 .203* -.272* .178 .028 .113 

  ＊ p<.05 

 

根據上表 4-14，在所有代言人的組別中，「友善性」對「純真」面向有正向

顯著的影響；「開放性」對「刺激」面向有正向顯著的影響；「外向性」對「勝任」

面向有負向顯著的影響，而「嚴謹性」對「勝任」面向有正向顯著的影響；「開

放性」、「友善性」與「嚴謹性」對「教養」面向有正向顯著的影響；「外向性」

對「強壯」面向有負向顯著的影響，而「開放性」對「強壯」面向有正向顯著的

影響。 

 

  我們從各組分別迴歸分析與全體迴歸分析的結果中，可以整理出以下幾個可

能的現象或影響： 

1. 從品牌性格的面向上來看 

‧ 「純真」面向：主要受到「友善性」的正向影響，而在個別的代言人組別中，

亦受到「嚴謹性」、「開放性」的正向影響，與「外向性」的負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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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面向：主要受到「開放性」的正向影響，而在個別的代言人組別中，

亦受到「友善性」與「神經質」的負向影響。 

‧ 「勝任」面向：主要受到「外向性」的負向影響與「嚴謹性」的正向影響，

而在個別的代言人組別中，亦受到「開放性」的正向影響。 

‧ 「教養」面向：主要受到「開放性」、「友善性」與「嚴謹性」的正向影響，

而在個別的代言人組別中，亦受到「神經質」的正向影響與「外向性」的負

向影響。 

‧ 「強壯」面向：主要受到「外向性」的正向影響與「開放性」的負向影響，

而在個別的代言人組別中，亦受到「友善性」的正向或負向影響與「嚴謹性」

的正向影響。 

2. 從代言人性格形象的面向上來看 

‧ 「神經質」面向：在全體代言人的影響中，並未顯著影響任何品牌性格面向；

而在個別的代言人組別中，負向顯著影響「刺激」與正向影響「教養」面向。 

‧ 「外向性」面向：在全體代言人的影響中，負向顯著影響「勝任」與正向影

響「強壯」面向；而在個別的代言人組別中，負向顯著影響「純真」面向。 

‧ 「開放性」面向：在全體代言人的影響中，正向顯著影響「刺激」與「教養」

面向與負向顯著影響「強壯」面向；而在個別的代言人組別中，正向顯著影

響「純真」與「勝任」面向。 

‧ 「友善性」面向：在全體代言人的影響中，正向顯著影響「純真」與「教養」

面向；而在個別的代言人組別中，正向顯著影響「刺激」與「強壯」面向。 

‧ 「嚴謹性」面向：在全體代言人的影響中，正向顯著影響「勝任」與「教養」

面向；而在個別的代言人組別中，正向顯著影響「純真」與「強壯」面向。 

 

為了方便比對影響及關係，本研究將主要的關係整理成下表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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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5 廣告代言人性格形象對品牌性格的影響 

廣告代言人性格形象   

神經質 外向性 開放性 友善性 嚴謹性 

純真  －
a
 ＋

b
 ＋ ＋ 

刺激 －  ＋ －  

稱職  － ＋  ＋ 

教養 ＋ － ＋ ＋ ＋ 

品 

牌 

性 

格 

強壯  ＋ ＋／－
c
 ＋ ＋ 

註：灰格代表整體影響(即所有廣告代言人組別對品牌性格的影響) 

    白格代表整體影響(即單一廣告代言人組別對品牌性格的影響) 

  a:代表正向影響(即代言人的該項性格形象對品牌性格有正向的影響) 

  b:代表負向影響(即代言人的該項性格形象對品牌性格有負向的影響) 

  c:代言人的「開放性」對品牌性格「強壯」的整體影響為負向，而各廣告代

言 

人的個別影響則正向或負向皆有 

 

3. 補充說明 

‧ 在差異分析中，「開放性」面向對於品牌性格的五大面向中的四個面向都有影

響，且各代言人在此部份的特質並無顯著差異，因此，無法從差異分析中看

出開放性對於哪些品牌性格有較為明顯的影響。但透過迴歸分析，可以突顯

出代言人的「開放性」對各品牌性格的面向都有重要的影響，包括三個主要

影響與兩個個別影響。 

‧ 與差異分析的結果相近，以代言人性格形象的面向來看，「神經質」並未造成

對品牌性格的影響，可能因為此面向在各組代言人中，皆未成為較高或較低

分的項目。 

‧ 根據研究結果的顯示，並非每一個代言人性格形象的特質只剛好對應某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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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性格的特質，表示廣告代言人的性格形象特質對品牌性格塑造的影響是

多元路徑，非一對一絕對的影響。但是，我們仍可以從迴歸分析的結果中，

看出一些對應關係，例如：品牌性格的「純真」面向主要受代言人性格形象

的「友善性」影響，而「外向性」對其影響則為負向；品牌性格的「刺激」

面向主要受代言人性格形象的「開放性」影響，而「友善性」對其影響則為

負向；品牌性格的「勝任」面向主要受代言人性格形象的「嚴謹性」與「外

向性」影響，而「外向性」對其影響則為負向；品牌性格的「教養」面向主

要受代言人性格形象的「嚴謹性」、「友善性」與「開放性」影響；品牌性格

的「強壯」面向主要受代言人性格形象的「外向性」影響，而「開放性」的

影響則為負向。 

‧ 無論在各組代言人個別的迴歸分析，或者在整體的迴歸分析中，R2  的值都未

達到 1，表示由模式所能夠解釋的變異量，並未達到 100%，因此，表示品牌

性格各面向，除了受到代言人的性格形象所影響之外，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

響，其他的因素包括有：廣告內容、產品設計的原始概念、商品的價格、造

型、通路、功能⋯等，因此，代言人性格形象對於品牌性格的影響，雖是相

當重要，但不可以說是絕對或全部的。 

三、小結 

從上面的結果顯示，在本研究中，不同的廣告代言人會對同樣的產品品牌造

成不同的品牌性格。從個別的迴歸分析上來看，代言人的性格形象各面向對於品

牌性格各面向達到顯著影響的結果不盡相同；從整體的迴歸分析上來看，則約略

可以看出廣告代言人性格形象對於品牌性格影響，能夠找到主要的影響關係。 

因此，從本節的結果可以得知，由於各組代言人的性格形象不同，其所造成的品

牌性格亦有差異，並且影響品牌性格面向的代言人性格形象特質，恰是與該品牌

性格面向相近的概念，表示擁有某類性格形象特質的代言人，也會對於其所代言

的產品或品牌產生相似的性格，即是將自身的特質成功的轉移到該代言品牌上

了，因此，廣告代言人的性格形象對於 Nokia 7210手機的品牌性格的塑造確實

有著關鍵性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