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遊戲軟體市場與置入式行銷發展概況 

 

一、國內遊戲軟體市場規模 

 

一般而言，遊戲軟體依照使用的平台可分為 TV Game、Mobile Game、PC Game。

TV Game 的使用設備為電視，主要的品牌如：PS2，Xbox，GameCube，特色是重

視動作表現、聲光效果強、人物造型精緻; Mobile Game 指的是掌上型電玩、手

機與 pda 上的遊戲，其特色是攜帶方便，遊戲小型而簡單; PC Game 指的是以電

腦為使用平台的遊戲軟體，包括了單機版軟體與線上遊戲軟體。 

 

TV Game 雖然為全球市場的主流，但在國內的市場佔有率卻不及 PC Game， 根

據產業調查報導指出，PC Game 成為主流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是低價電腦的

風行帶動 PC 的普及率，而電腦硬體效能也提升到足以支援動畫聲光效果的程

度，其次是開發 TV Game 的權利金以及時間、人力成本過高，對國內業者形成不

小的負擔。從資策會的預測資料中（圖 2-1）可以發現 PC Game 不但取代遊戲主

機成為遊戲市場的主流，整體產值也逐年成長，也代表國內遊戲業者的經營範疇

仍集中在 PC Game，因此本文將以 PC Game 為主要探討。 

 

圖 2-1  2002-2006 國內遊戲軟體市場規模預估   

 

 

 



二、線上遊戲發展與置入現況 

 

（一）線上遊戲市場規模 

 

PC GAME 為台灣遊戲業者主要的營運範疇，而 PC GAME 又可分為單機版遊戲

與線上遊戲服務兩種，隨著線上遊戲市場的發展，單機版軟體市場也受到排擠效

應，單機版遊戲軟體的成長率逐年下降，根據資策會的預測，單機版的遊戲軟體

市場仍會呈現衰退，預估 2005 年線上遊戲服務的收入將超過單機版軟體的銷

售，佔 pcgame 市場的 59% (見圖 2-1)。基於發展趨勢,本研究以線上遊戲作為探

討。 

 

1999 年華彩軟體發行的「萬王之王」掀起台灣線上遊戲的熱潮，隨後多家

業者相繼加入市場行列，知名的遊戲例如：華義的「石器時代」、遊戲橘子的「天

堂」與智冠自製的「網路三國」等。在近年的發展下，台灣線上遊戲產業己逐漸

穩定（許瓊予，2003），過去百分之二百的成長率將不復見，預估產值將由 2002

年的新台幣 40 億成長至 2003 年的 48 億，成長率達 20-30%。 

 

表 2-1  2001-2003 年我國遊戲市場規模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區隔 2001 2002 2003* SARS 的影響 

線上遊戲 1710 4104 4880(19.4%)

 

成長率上修為

20-30％ 

遊戲軟體 3230 2135 2550(18.9%) 成長率下修為 

5-15％ 

總計 4940 6239 7430(19.1%)

成長率  26.3％ 19％ 

整體成長率修正為

15%-25% 

資料來源：資策會 MIC，2003 年 5 月 

*2003 為預測值 

 

（二）產業現況 

 

線上遊戲的成長被視為網路泡沫中唯一能將「眼球數」 (page view)轉換成

盈收的成功經營模式，吸引了固網，通路等業者的積極投資，但是在爆炸性的成

長期後，線上遊戲產業也面臨以下問題： 

 



1.供過於求、市場競爭激烈 

根據數位週刊的資料指出，台灣的線上遊戲發行速度為每月一款，目前的線

上遊戲高達 50 種，而主要的競爭廠商包括：遊戲橘子、華義國際、大宇資訊、

智冠科技及昱泉國際，將這五大的遊戲公司所發行的線上遊戲整理於后，見表

2-2。 

 

表 2-2 國內主要線上遊戲廠商 

 遊戲橘子 智冠科技 華義國際 大宇資訊 昱泉國際 

優勢 行銷 

客服 

通路 

研發 

通路 研發 研發 

產品 天堂 

無界擂台 

天堂二 

椰子罐頭 

混亂冒險 

無盡的任務 

戰場 

巨商 

 

網路三國 

金庸群俠傳

仙境傳說

RO 

三國演義 

傳奇 

東方傳說 

吞食天地 

石器時代 

瘋狂原始人

時空戰場 

魔力寶貝 

軒轅劍 

深遂幻想 

大富翁 

笑傲江湖 

流星蝴蝶劍 

怪獸總動員 

Ｍ2神甲奇兵

雪山飛狐 

 

資料來源：各公司網站；財訊智庫網站 

 

面對不斷加入的新競爭者，遊戲業者又是如何解讀市場?智冠總經理王俊博

認為台灣遊戲市場已經呈現穩定狀態。能開發的新玩家有限，只能一邊設法把玩

家從「別人家地盤」搶過來，另一方面不斷推出新類型遊戲，從既有玩家身上「再

剝一層皮」。遊戲橘子總經理劉柏園則認為只有熱賣的遊戲才能回收資金，再把

資源投入行銷吸引玩家，然後玩家回饋到公司營收。新進者雖多，但是台灣線上

遊戲市場規模小，這場角逐戰勢必有人出局。(2003 年 4 月數位週刊) 

 

2.產品生命週期長、高進入障礙  

 

線上遊戲與單機版遊戲軟體的差別在於線上遊戲的產品生命週期可以很

長，可能的原因有三，一是轉換成本高：不論是那一款遊戲，玩家都得從基本功

夫開始逐步培養能力，例如：訓練技能、戰鬥力、聲望等，因此玩家一旦開始玩，

勢必得投入時間長期「黏」在單一款遊戲上累積戰力/經驗值，很少玩家會願意

放棄先前累積的實力，中途轉戰其他遊戲；二是遊戲社群的凝聚力：線上遊戲具

有集體行動的特性，當玩家間形成高凝聚力的團體後，彼此的行動會相互約束，

就更不容易跳槽到其他遊戲上，三是遊戲保鮮度高：透過不斷更新的遊戲資料片

所提供的新任務、新劇情，可以讓玩家保持一定的熱衷度，不會輕易轉往別的遊



戲，基於上述的原因，造就了多款生命週期超長的線上遊戲，這對新發行的遊戲

而言，意味者必須有更多的行銷努力，更具吸引力的內容，才能使玩家遷徙到新

的空間，也才能獲得最終的利潤。 

 

觀察國內的情況，幾款明星遊戲長期下來就佔據了 80％的市佔率，其餘的

遊戲只能搶食剩餘的二成市場，根據 2003 年 4 月數位時代的報導資料指出，台

灣前兩名遊戲〈天堂〉及〈仙境傳說〉已經瓜分掉 8成市場，其餘上百套的線上

遊戲軟體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 而即使是市場領導者智冠與遊戲橘子也只有這

兩套明星遊戲〈天堂〉與〈仙境傳說〉獲得成功，其他的產品也受到自家明星產

品的排擠，必須費力經營才能打平。對遊戲業者而言，跳脫原有的遊戲平台經營

思維， 尋找其他可獲利的經營模式己經是必然的方向。 

 

（三）線上遊戲的類型 

 

台灣的網路遊戲可以分為三類型（林淑楨，2001）：第一種是最狹義的 online 

game（線上遊戲），玩家除了購買軟體外，還必須支付後續連線的費用，目前國

內發行的線上遊戲多屬於此類，例如：「仙境傳說」、「童話」、「笑傲江湖」；

第二種為 Match（撮合式遊戲）：玩家上遊戲廠商建置的平台，尋找對手進行遊

戲，此種遊戲可於內部區域網路邀集同好對戰，代表作品如：「魔獸爭霸」；第三

種為 round game(回合式遊戲)：例如「宏碁戲谷」中的五子棋、撞球等小型遊

戲，此類遊戲多為免費註冊。這三種類型各有優勢也各自有玩家社群擁護，本研

究中所探討的則是第一類型：狹義的 online game。 

 

根據資策會 MIC 2003 年 5 月的調查報告指出，online game 中以「角色扮

演」(RPG)型的線上遊戲為主流型態，由於該類遊戲具有故事淺顯易懂、遊戲複

雜性低、聊天交談功能佳等特色，因此目標對象為一般玩家。online game 中最

受歡迎的風格為幻想、武俠、可愛三大類，報告中指出不論是何種遊戲風格，其

實 online game 的遊戲要素多大同小異，不外乎賺錢、練功、任務、聊天。 

 

在了解 online game 的遊戲內容特色後，我們依該特色進行實驗遊戲的設

計，亦即：遊戲類型設定為角色扮演型，遊戲風格則設定為可愛風，遊戲要素則

省略聊天和賺錢，只包括任務與戰鬥。 

 

（四）線上遊戲用戶特色 

根據經濟部技術處委託資策會電子商務應用推廣中心 FIND 進行的「2002 家

庭連網應用調查」，我國在家上網的網友中有 30%在受訪的最近一個月內曾玩線

上遊戲，依據這些受訪者的身分特質以及使用行為進行更進一步的分析，可以發



現男性、24 歲以下、無收入或收入較低的青少年網友或學生是線上遊戲的主力

客群，該結果與一般人對遊戲玩家的印象接相去不遠。  

  比較不同的是，從網友的網路應用行為來分析玩線上遊戲的情形(資策會

MIC,2003),發現如下：上網經歷愈深的人玩線上遊戲的比例愈低，上網資歷愈淺

者玩線上遊戲的比例反而愈高，網齡超過 3年以上者玩線上遊戲的比率為 26%以

下，網齡不到 3年者玩線上遊戲的比率皆超過 30%，而網齡不到 1年者玩線上遊

戲的比率更是逼近 40%；由此可知上網經驗豐富的網友，由於從事的網路行為較

多元，包括資料搜集、收發Ｅmail、線上學習等，因此玩線上遊戲的比例相對較

低；而對網齡較淺的網友而言，娛樂性高的線上遊戲會是上網的目的。 

 

在線上遊戲用戶的分析上，該調查的結果仍然很有限，除了以人口與網齡來

探討整體的線上遊戲玩家的特色外，調查中並沒有進一步區分出玩家在遊戲行為

上的特色，可能是因為線上遊戲的內容是針對不同興趣、期望與技巧的玩家特質

而設計，因此每款遊戲中的玩家屬性大不相同，例如：「天堂 1」的玩家年齡層

在 15～25 歲，而「天堂 2」玩家年齡層則是 25 歲以上；「A3」玩家以男性居多，

「戀愛盒子」則是女玩家的天下，這些差異除了由遊戲公司進行內部觀察分析，

一般外部的普查結果其實較無法精準地掌握玩家族群的特性。 

 

多元的遊戲類型，好比不同的分眾頻道，吸引不同的遊戲群眾參與，年齡和

性別似乎無法清楚地區隔玩家特質。本研究為了找出遊戲玩家之間較具代表性的

差異，在與遊戲業者訪談後，將普遍遊戲公司都考量的－遊戲專家與遊戲新手視

為可探討的個人差異變項，分析不同遊戲經驗下對置入訊息的反應。 

 

（五）線上遊戲中的置入行銷 

 

   線上遊戲市場的整體規模雖然穩定成長，但面臨市場競爭與網咖管制與取締

下，獲利已大不如前，除了採用既有的經營模式「主程式產品免費，網路服務取

價」即主程式透過遊戲網站下載取得或到零售通路索取免費光碟，連線費用則以

包月制或不同面額的儲值卡向玩家收費，業者也積極尋求其他的獲利來源，遊戲

置入式行銷則是其中之一。 

 

  本文所列的線上遊戲置入手法，主要來源為聯合新聞網、遊戲業者提供以及

研究者實際上線觀察，但仍無法一一紀錄所有的遊戲置入手法，主要的原因有

三：一、遊戲業者與廣告主的配合多為短期且不會事先通告，當刊登時間結束後

就取消該功能，若不在該期間內上線就無法觀察到，二、遊戲置入的地點可能是

在特定區域（例如：遊戲地圖上的某個小島）如果沒有具備一定的級數或擁有特

殊配備者是無法進入該區遊戲，自然也無法觀察置入形態，三、已下市的遊戲產

品中可能也有結合置入的案例，但由於不可考，故不納入。 



 

 

表 2-3  線上遊戲置入手法比較表 

線上遊戲 置入品牌 置入方式 

椰子罐頭 舒跑 收集 50 個舒跑 A瓶蓋，即可換取「拳

王手套」1只，100 個舒跑 A瓶蓋可換

取「拳王手套」2只，150 個舒跑 A瓶

蓋可換取「拳王手套」3只 

椰子罐頭  打開罐頭會出現廣告訊息 

星空之門 77 乳加巧克力 遊置中設有「星空 77 專賣店」，玩家可

到各城市中找到 77 乳加巧克力販售員

購買 77 乳加巧克力，吃下去還能補充

血量和獲得好心情 

寵物王 必勝客 打怪後獲得從怪物身上掉下來的必勝

客餐券，可以兌換免費的比薩 

封神 online 勁量電池 由「勁量小子」為玩家扮演的角色補充

體力。 

怪獸總動員 飛利浦 1.在遊戲過程中，玩家將可以見到

超可愛的「飛利浦檯燈怪獸」 

2.玩家尋找到「飛利浦燈芯」後，

進一步進行進化。 

3.也可至不同場景中以運送飛利浦

燈泡為任務 

怪獸總動員 曼秀雷敦小護士 曼秀雷敦小護士負責為玩家療傷止痛 

流星蝴蝶劍 曼秀雷敦小護士 在遊戲街頭賣「酸痛貼布」廣告 

童話 義美 1.下冰棒雨 

2.在日期天氣中出現義美字樣 

3.配合活動贈送義美冰棒兌換券（遊戲

內有義美門市） 

童話 

（泰文版） 

麥當勞 出現麥當勞門市，裡面有販賣漢堡等食

品，可補血或補法力 

童話 

（泰文版） 

7-11 出現 7-11 門市，一樣，裡面有販賣 7-11

相關的食品，另有折價訊息 

童話 

（泰文版） 

電影院 出現電影院，點選會有電影場次等訊息

神甲奇兵

online 

全家便利商店 全家便利商店在遊戲中開分店 

實體販售的商品全盤移植到虛擬世界

陳列 



神甲奇兵

online 

Adidas   遊戲中玩家可以穿著該公司專屬的

ClimaCool 系列球鞋 

玩家可在真正商店，買到遊戲中的商

品，藉由搭贈的序號與遊戲點數，即可

換得相同的虛擬道具。 

神器活現 故宮文物 故宮文物如：青銅器、毛公鼎、清明上

河圖等，以魔法牌的形式出現，玩家必

須收集它們練功升級 

便利商店 企業 logo 將公司的LOGO放置在遊戲背景/地圖中

資料來源：UDN 新聞，業者提供，本研究 

 

 

三、單機版遊戲軟體置入現況 

 

觀察國內遊戲置入案例，幾乎沒有以單機版軟體為置入媒介，大部份的合作

仍集中在線上遊戲，為了進一步了解單機版軟體與線上遊戲在置入方式上的差

異，本研究訪談了 5家國內遊戲業者，業者表示最主要的差異是瀏覽人數和次

數：由於單機版的玩家在破關後很少會再回頭讀取程式，而發行份數也不如線上

人數多，因此在置入性行銷專案招商時，線上遊戲比較能獲得廣告主的青睞，其

次是配合的機動性：單機版軟體的置入專案必須要產品規劃之初就抵定，無法在

開發過程中隨時進行修正，而線上遊戲則可以配合廣告主的要求，於指定的時間

置入特定的訊息形式，由此可知，在頻率、接觸率和刊播時程方面，線上遊戲確

實較單機版軟體更具媒體特性。 

 

內容表現上，單機版軟體則較線上遊戲多元。在視覺呈現方面:由於不受到

網路傳輸檔案的限制，可以製作較精緻的人物場景及聲光特效，線上遊戲則考量

到系統平衡等問題無法提供精美的造型；在劇情舖陳方面：單機版也遠比線上遊

戲豐富，劇情路線變化大，不受限於單一的任務，而在遊戲元素上：單機版也較

線上遊戲多樣化，除了戰鬥、技能、賺錢、組隊外，依照不同的劇情設計而有解

謎、尋寶等變化。整體來看，單機版遊戲由於缺乏媒體載具的特性，所以應用情

況不如線上遊戲普遍，隨著線上遊戲市場規模逐漸擴大，線上遊戲置入式行銷的

成長是可以預見的。 

 

 

 

 

 

 



 

表 2-4    單機版遊戲與線上遊戲的比較 

 

單機版遊戲 線上遊戲 

腳本設計 

 

劇情部分規劃可較完整並

豐富 

以單一事件或任務設計為

主 

遊戲風格 

(如:武俠/可愛/幻想) 

均有 均有 

遊戲要素 

(例如練功，技能，組隊，

賺錢等功能) 

完全以劇情、畫風、戰鬥

系統決定賣像 

練功、技能、組隊、賺錢

視覺呈現 

 

較為豐富 因網路層面的考量，設計

上無法複雜、多樣 

何者常運用置入行銷 少 多 

原因 少，置入行銷的關鍵在於

瀏覽人數與曝光次數，以

單機版來說，會重複讀取

某一個程式的機率少，再

說，單機版遊戲的人數也

遠比線上遊戲少太多了 

多，可隨時依狀況更動程

式，也是大部分的置入行

銷選擇線上遊戲的主因 

在兩種遊戲軟體上安排的

置入行銷比例為 

(例如:20% vs 80%) 

10% 

 

90% 

考量層面 單純的產品販賣，當產品

製作完成後就告一段落，

考量層面較少 

線上遊戲是在營運而非販

賣，還需考量網路、伺服

器等以及後續服務穩定與

否等因素 

資料來源:業者提供,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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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置入的定義、形式與實證研究結果 

 

一、產品置入定義 

 

關於產品置入的定義，各學者都有不同的看法：Balasubramanian(1994)將

置入定義為：以付費的方式有計劃地將產品以不唐突的形式放置在電影或電視節

目中，目的在影響觀眾對產品的信念; Steotz(1987)則認為置入是在動作片、電

視節目或音樂錄影帶中包含品牌名稱、產品包裝、招牌或商品;Baker & 

Crawford(1995)將置入定義為：將產品或服務以任何形式出現在電視或電影中以

酬謝廣告主的贊助。 

 

Karrh(1998)指出每一種定義不免有其忽略成分，Steotz(1987)將置入定義

為視覺形式的刺激，但忽略了置入的付費本質；而 Balasubramanian(1994)和

Baker & Crawford(1995)的定義則是將置入媒體形式侷限限在動作片和電視節

目。因此 Karrh 認為較好的置入定義應是：以付費方式，將產品或品牌識別以聽

覺或視覺形式置於各種類型大眾媒體中(Karrh，1998)。本研究的置入媒體並非

傳統媒體，故定義上應以 Karrh 的廣泛性定義較合適。 

 

隨著置入式行銷的興起，置入媒體不再侷限於電視或電影，多人線上遊戲也

成為熱門的置入媒介，我們將傳統置入媒體與線上遊戲加以比較可以發現，線上

遊戲在置入的靈活度和變化性都較傳統置入媒體來得好（見表 2-5）。主要是因

為線上遊戲屬於是多元情節模式，玩家可以依個人遊戲偏好決定是否要參與情

節、是否接受置入訊息，而傳統置入媒體(電視，電影)的內容則是單一情節直線

發展，所以在溝通模式、產品的互動性、訊息變化性均不如線上遊戲豐富。因此，

過去以電視/電視為標的的效果研究外推性便顯得不足，必須重新針對線上遊戲

的特性加以研究。 

 

 

表 2-5 各媒體置入特性之差異 

產品置入特性  

置入媒體 溝通方式 產品 

互動性 

訊息 

可變動性 

目標族群 涉入 

電視 單向 

強迫接受 

 

無，由電視人

物取用表現 

視電視節目

型態而定，例

如:新聞置入

變動性高於

偶像劇置入 

大眾 低涉入 



電影 單向 

強迫接受 

無， 由片中人

物表現 

低 大眾 高涉入 

線上遊戲 雙向，非強迫

接受，玩家可

以自由選擇

遊戲情節，不

一定會接收

到置入的訊

息 

有互動，可由

玩家自己動手

使用產品  

高，可隨情節

更新 

可進行一

對一的訊

息傳佈 

高涉入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置入形式 

 

  產品置入的特性即是因應不同的媒體特色與執行的情境發展不同的呈現手

法，因此目前尚無一套可涵蓋所有置入型式的分類方式。從過去文獻中可發現幾

種學者常用的置入形式：以呈現手法來看，例如：創意式置入與實物置入

(creative/on-set) (Murdock,1992; Russell,1998; Brennan & Dubas,1999)；

以感官知覺來區分形式，例如：視覺/聽覺/整合視覺與聽覺(Saberwahl et al, 

1994; Gupta & Lord,1998; Russell,1998; Law & Bruan,2000)；此外也有學者

以突顯/隱含(prominence /subtle)來定義置入形式 (Babin and Carder,1996; 

Gupta and Lord,1998)。 

  

由於過去研究多以電影與電視媒體為探討，因此上述的形式可能無法完全描

繪出線上遊戲中的置入情況，其中顯著程度（突顯/隱含）雖然能廣泛地解釋各

種置入手法，但卻無法明確地描述置入手法的特色。故本研究選擇 Shapiro (1993)

與 D'Astous & Seguin(1999)兩位學者對電影及電視置入的類型定義，再加上

Russell(1998)提出的理論架構，試圖從三方的定義中找出較適用的分類方式。 

 

（一）Russell(1998) 

產品置入可分為三個構面，分別是:視覺、聽覺與情節聯結度（圖 2-1），各

構面的形式表現如下： 

 

１.螢幕畫面置入(Screen placement) 

        包括二種呈現手法，創意式置入(creative placement)：以間接的方式

呈現，例如：讓廣告商品的戶外看板出現在螢幕中；實物/現場置入(on-set 

placement)，例如：在廚房的場景中放置食品類產品。 

 



2.口白/台詞置入(Script placement) 

        在角色的對白中提及品牌名稱，依據情節、時機、人物特色而有不同程

度的口白置入。 

 

3.情節置入(Plot placement) 

          情節置入結合了螢幕畫面置入與口白/演員置入。置入方式是將產品

設計成情節的一部份，透過該置入的產品來營造角色性格，例如：007 電影

中 James Bond 的 Aston Martin 和 BMWZ3。當品牌或產品在畫面中短暫的

出現時稱為低情節關連度，而當片中角色情楚地和某品牌連結在一起或將品

牌塑造成為主要的劇情時稱為高情節關連度。簡言之，情節關連度低對劇情

的貢獻較低，情節關連度高則能構成劇情中的重要元素(Holbrook & 

Grayson，1986) 。 

 

圖 2-2 產品置入架構圖 

          視覺表現 (Visual Appearances) 

 

 

 

 

                                                        

  聽覺呈現 

(Auditory Presence) 

   

 

 

 

情節連結度 

(Degree of Connection to the Plot) 

 

資料來源： Russell,Cristel A.(1998)，”Toward A Framework of Product Placement：Theory 

Propositions”,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25,359. 

 

 

（二）Shapiro (1993) 

Shapiro 在分析動作片中的置入類型時，提出以下四種分類： 

 

1.只提供視覺曝光的置入:例如電影中出現產品/品牌名稱。 

2.被使用:例如演員拿起可樂飲用。 

銀幕畫面置入 

口白/台詞置入

情節置入 



3.在台詞中提到:例如演員說到”真希望我有一台 Jaguar” 。 

4.被主角親自動手使用以及提及，例如：Demi Moore 說她喜歡 M&M，而且

拿了一些起來吃。 

 

（三）D'Astous & Seguin(1999) 

D'Astous & Seguin(1999)研究電視節目贊助，將產品置入分成三大類： 

 

1.隱含式置入(implicit PPL)：以消極的方式呈現贊助者的產品/品牌/公司

名稱，在呈現的同時不會展示出產品利益，例如：在猜謎遊戲中的主持人

與參加者所穿的衣服上印有贊助者的 LOGO、連續劇中的場景是贊助者的

商店。 

 

2.融合明示置入(integrated explicit PPL)：以積極的方式呈現產品/品牌

/公司名稱，並展示產品的利益和特性，例如：猜謎遊戲中參加者回答的

問題是和贊助者的產品有關連；在連續劇中則是安排一段 Pizza Hut 將

pizza 送到家的情節。 

 

3.強置式(non-integrated explicit PPL)：以積極的方式呈現產品/品牌/

公司名稱，但不會與節目內容融合，例如：在節目前中後段出現"本節目

是由福特汽車贊助”字眼。 

 

將三位學者的分類加以對應比較(見表 2-6)可以發現，Shapiro 的第一個類

型—只提供視覺曝光的置入方式與 D'Astous & Seguin 的「隱含式置入」類似，

屬於非積極地呈現品牌名稱，也和 Russel 的視覺置入類似；而 Shapiro's 的其

他三種分類：被使用/在台詞中提到/被主角親自動手使用可以視為不同程度的

「融合明示置入」（D'Astous & Seguin，1999），從比較中可以發現 D'Astous & 

Seguin 的形式解釋度較高。 

 

接下來將 D'Astous & Seguin 的形式與 Russel 的概念加以比較。「融合明示

置入」與 Russel 的「情節關連度」相呼應。因為“情節關連度“即是”與劇情

融合”之意，當置入手法與情節關連性越高，就意味著融合程度越好，雖然

Russel 的理論中並沒有明確指出何種型式稱為高關連，但我們可以大致判斷高

的融合明示置入可以對應到高情節關連度，而低融合明示置入則可以對應到低情

節關連度。 

 

由於 Russel 在情節關連度方面僅提及以劇情的貢獻高低來界定連結度高或

低，因此當一件物品出現在畫面中，依 Russel 的定義它可以算是視覺置入，也

可以因為它短暫的出現對劇情的貢獻度不高，而被歸為低情節置入，同樣的聽覺



置入與情節連結度是否也有所關連?與其他兩位學者的定義相較之下，似乎較不

明確。 

 

本研究最後採用 D'Astous & Seguin(1999)提出的三種形式來界定線上遊戲

形式，主要的原因是 D'Astous & Seguin 所提出的這三種類型可廣泛地描述現有

的線上遊戲置入型態，而且也比 Russel 提出的概念更明確，更容易界定形定之

間的差異，另外一個考量是線上遊戲置入的特性與電視節目贊助類似，例如:訊

息的變動性高、置入形式豐富、可配合節目型態延伸出各種形式等，由於這兩種

置入媒體性質接近，所以將節目贊助的形式套用在線上遊戲置入，也較合適。 

 

表 2-6   置入型式比較表 

 

在確定形式定義與類型後，將先前收集的線上遊戲置入手法一一分類(見表

2-7)，例如:「勁量小子」的置入手法：玩家必須去點選該人物，按下執行補充

體力指令才會生效，該手法不但提供清楚的品牌視覺刺激，並且與遊戲中必備的

「補血」功能結合，因此是屬於「融合明示置入」；「便利商店」遊戲中將公司

LOGO 置入在遊戲場景中則屬於「隱含式置入」;「M2 神甲奇兵」置入的全家便利

商店，由於呈現方式十分明顯，而商品設計也和遊戲功能不相關，只是將商品建

立在遊戲中，因此將它歸類到「強置式」（見圖 2-3），「童話」的電影院置入也

是屬於強置式，因為它所置入的電影院和電影場次訊息並沒有和遊戲功能或任務

相關，只是提供明顯的視覺刺激。 

作者 D'Astous & 

Seguin(1999) 

Shapiro(1993) Russell(1998) 

研究

標的 

電視節目贊助 電影-動作片 理論架構 

置入

型式 

3 種 4 種 3 向度 

隱含式置入 

 

只提供視覺曝光

的置入 

視覺 

融合明示置入 

 

 

被使用 可歸為視覺或 

情節連結度 

融合明示置入 在台詞中提到 可歸為聽覺或 

情節連結度 

融合明示置入 被主角親自動手

使用以及提及 

情節連結度 

對應

關係 

強置式置入 

 

 

 

 

 

 

視覺 



表 2-7    依 D'Astous &Seguin 的定義將置入手法進行分類 

線上遊戲 置入品牌 置入方式 分類 

椰子罐頭 舒跑 收集 50 個舒跑 A瓶蓋，即

可換取「拳王手套」1只，

100 個舒跑 A瓶蓋可換取

「拳王手套」2只，150 個

舒跑 A瓶蓋可換取「拳王手

套」3只 

融合明示置入 

星空之門 77 乳加巧克力 遊置中設有「星空 77 專賣

店」，玩家可到各城市中找

到 77 乳加巧克力販售員購

買 77 乳加巧克力，吃下去

還能補充血量和獲得好心

情 

融合明示置入 

寵物王 必勝客 打怪後獲得從怪物身上掉

下來的必勝客餐券，可以兌

換免費的比薩 

融合明示置入 

封神 online 勁量電池 由「勁量小子」為玩家扮演

的角色補充體力。 

融合明示置入 

怪獸總動員 飛利浦 玩家尋找到「飛利浦燈

芯」後，進一步進行進化

融合明示置入 

 

怪獸總動員 飛利浦 也可至不同場景中以運

送飛利浦燈泡為任務 

融合明示置入 

怪獸總動員 曼秀雷敦小護

士 

曼秀雷敦小護士負責為玩

家療傷止痛 

融合明示置入 

童話 義美 完成活動贈送義美冰棒兌

換券（遊戲內有義美門市）

融合明示置入 

童話 

（泰文版） 

7-11 出現 7-11 門市，裡面有販

賣 7-11 相關的食品可補血

或補法力，另有折價訊息 

融合明示置入 

童話 

（泰文版） 

麥當勞 出現麥當勞門市，裡面有販

賣漢堡等食品，可補血或補

法力 

融合明示置入 

神器活現 故宮文物 故宮文物如：青銅器、毛公

鼎、清明上河圖等，以魔法

牌的形式出現，玩家必須收

集它們練功升級 

融合明示置入 



椰子罐頭  打開罐頭會出現廣告訊息 強置式 

童話 

（泰文版） 

電影院 出現電影院，點選會有電影

場次等訊息 

強置式 

神甲奇兵

online 

全家便利商店 全家便利商店在遊戲裏開

分店，實體販售的商品全盤

移植到虛擬世界陳列 

強置式 

流星蝴蝶劍 曼秀雷敦小護

士 

在遊戲街頭賣「酸痛貼布」

廣告 

強置式 

怪獸總動員 飛利浦 在遊戲過程中，玩家將可

以見到超可愛的「飛利浦

檯燈怪獸」 

隱含式置入 

 

童話 義美 遊戲進行中天空下冰棒雨 

 

隱含式置入 

 

童話 義美 在日期區中出現義美字樣 隱含式置入 

神甲奇兵

online 

Adidas   1.遊戲中玩家可以穿著該

公司專屬的ClimaCool系列

球鞋 

隱含式置入 

便利商店 企業 logo 將公司的 LOGO 放置在遊戲

背景/地圖中 

隱含式置入 

 

圖 2-3 全家便利商品的置入形式 

 

 

 
資料來源:遊戲基地網站 



三、實證研究 

 

(一)置入形式對記憶的影響 

 

記憶是人類用來詮釋人事物的基礎，也是認知心理學的研究重點，如果訊息

沒有進入到記憶中，人們就無法展開後續的行為，包括賦予意義、學習、決策等，

因此記憶是過去研究中測量置入效果的變項之一，測量方式可分為自由回憶與再

認兩種。 

 

形式對回憶的影響較一致，即置入形式為明顯/積極時，回憶的效果較好。

Gupta & Lord (1998)測量兩種置入型式：明顯(prominent)與不明顯(subtle)

對品牌記憶的影響，研究結果指出未經提示的情況下明顯(prominent)置入的回

憶效果較不明顯(subtle)來得好；Nelson(2002)測量電玩遊戲置入的品牌回憶效

果，在賽車遊戲(racing game)中操弄積極與被動（active/passive）兩種置入

型式，積極式是讓玩家在遊戲中選擇要進行比賽的車款並駕駛該車子完成比賽，

被動式則是於道路兩旁的看板上呈現廣告，在遊戲結束後測量品牌回憶，發現積

極的置入型式回憶效果會較被動式好。 

 

一般而言，經過提示之後的再認效果應該比自由回憶效果來得好，在大部份

的置入研究中也得到證實。Babin & Carder(1996)研究結果指出，實驗組的記憶

高出控制組 25%，經過一段時間施以再認測試，受測者不但能正確地辨識電影中

的品牌，區分電影中出現的品牌和未出現的品牌，品牌記憶效果比之前更好;而

Gupta & Lord(1998)的研究也得到相同的結果，不論是明顯(prominent)或不明

顯(subtle)的置入形式經再認測試後辨識度會高於未提示時的記憶效果。但少部

份的研究出現一不致的結果，D’Astous & Chaszrtier(2000)測量四種電影置入

形式:明顯(prominence)、明示(manifestness)、融合(integration)、由主角展

現(presence of principal actor)對記憶影響時發現，明顯式置入在記憶和再

認效果上呈現相互矛盾，明顯的的置入可以提高品牌記憶，但再認效果卻較先前

差，該結果與過去的研究剛好相反。 

 

從文獻回顧中得知形式對再認效果的影響並不一致，所以本研究除了回憶之

外，也將再認視為依變項予以測量，另外一個測量再認的重要原因是考量到線上

遊戲的互動情境比電視電影更容易分心，當置入訊息出現的同時，遊戲者可能專

注在遊戲探索，或是受到遊戲進行的其他視覺訊息干擾，未必將注意力放在置入

訊息上，所以再認的測量是有必要的，透過再認才能確定玩家是否真的能辨識出

置入名牌，而不是憑一時印象回答。 

 

 



（二）置入形式對品牌態度的影響 

 

態度一直是傳播領域的重要主題，從最早 Fishbein & Ajzen (1963)所提出

的多重屬性模式到Wright(1973)的認知反應模式，以及Mitchell & Olison (1981)

廣告態度的中介模式，學者們經由實證研究不斷擴充模式，試圖完整解釋廣告態

度的形成與改變模式，顯示了態度在效果測量上的重要性，因此本文也將探討置

入對品牌態度可能產生的影響，過去的研究結果如下： 

 

部份研究結果認為置入不會對品牌態度產生影響。Vollmers & Mizerski 

(1994)以有置入與無置入進行實驗對照，結果發現置入並不會提高品牌態度。相

同的結論在 Karrh(1994)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他採用包括 5個置入品牌的影片

作為實驗組，控制組則是剪去其中的置入片段，結果發現兩組受測者在品牌評價

上沒有顯著差異。 

 

也有學者研究特定置入型式對品牌態度的影響。D'Astous & Seguin(1999)

研究消費者對電視節目置入策略的反應，結果發現「隱含式置入」的品牌態度較

「融和明示置入」正面，而「融和明示置入」的品牌態度又較「強置放入式」來

得好。D'Astous & Chaszrtier(2000)更進一步研究電影中特定的置入形式是否

能提高品牌態度，他們以三種電影類型：動作片、劇情片和喜劇片及三種產品：

經常性消費(repeat purchase)、耐用品(durable)、服務(service)進行實驗，

測量四種形式：明顯(prominence)、明示(manifestness)、融合(integration)、

由主角展現(presence of principal actor)對品牌態度的影響，結論與先前研

究的結果相似，融合度(integration)越高的置入能使人產生較正面的品牌態

度，而透過主角展現的置入手法也會提高品牌態度。所以整體而言，不論是電視

或電影，置入形式越傾向與內容融合，品牌態度會越正面。 

 

  線上遊戲置入是近年來興起的行銷組合，過去並無相關研究，也沒有人將遊

戲中的形式加以分類，本研究針對過去不足之處加以探究，將實務中線上遊戲所

採用的置入手法予以匯整，並結合理論歸納出三種形式。 

 

（三）置入形式對購買意向的影響 

 

  產品置入會促使人們產生購買行為或購買意向嗎？根據報導證實，在 ET 電

影上映後三個月內 Reese’s Pieces 的銷售量提高 65％(Anonymous,1989)；

Baker & Crawford (1995)以 Wayne’s World 一片 (台灣譯：反斗智多星)測量

電影置入對購買意向的影響時，也發現學生對在電影中出現過的品牌購買意願會

比先前他們最偏好的品牌高出 16%，證實產品置入的確可以對購買意願產生短期

的影響。 



 

但是以電玩遊戲為置入媒介的研究卻發現效果不顯著。Ron(1996)測量電玩

遊戲中的置入效果，以大學生為受測對象，比較實驗組--置入 Pizza Hut 的遊戲

和控制組--無置入品牌遊戲的受測者在購買意願上有無差異，結果並無顯著差

異。 

 

與購買意向相關的探討並不多，也沒有一致的結論，可能是因為置入的曝光

次數太少，無法刺激購買動機(Karrh,1998)，也可能是測量方法的限制。Law & 

Braun (2000)指出如果要測量產品置入對消費者的選擇行為的影響，應採用間接

測量(implict measures)，而過去在測量購買意向時多採用直接測量(explict 

measures)，這可能是造成效果不明確的原因之一。所以本研究在探究置入形式

對購買意向的影響時將以間接測量法進行。 

 

（四）個人差異 

 

在產品置入研究中個人變項的探討並不多，Gupta & Gould(1997)證實性別

差異、觀看電影的頻繁度會影響對置入的接受度，越常看電影的人越能接受電影

中的置入；Karrh(1995b)在測量電影置入效果時指出，人們對置入行銷的既存的

看法會影響置入的說服效果；Balasubramanian(1991)則指出當人們了解到置入

是帶有說服的意圖時，就會產生抗拒心態。在文獻回顧後，本人將上述的個人變

項歸類為行為面（如：頻繁程度）以及既存差異（如性別、既存看法、對置入手

法的知識）兩方面，行為面的變項似乎較少被研究者關注，可能是因為電視/電

影對一般大眾而言是一種普遍熟悉，經常使用的媒體，行為的差異對置入效果的

預測不如個人既存差異來得高，所以探討的空間也較小。 

 

但是線上遊戲的情況卻恰好相反，既存差異（例如遊戲的偏好）因為不易描

繪，反而不容易運用，反而是玩家的行為－遊戲齡較具有預測力，從遊戲經驗的

高低就可以預測他們在遊戲中的反應。潘玉華(2003)指出，遊戲新手非常依賴遊

戲畫面的視覺訊息，而專家則只重視重要的視覺訊息，忽略不重要的視覺訊息，

在遊戲聲音方面，專家會比新手更注意聲音設計，由此可知專家與新手在接觸到

置入訊息時的反應也會不同，是否意味著在記憶，態度和購買意向上也有差異？

因此本研究將以“遊戲經驗”(新手/專家)進行探究，看看是否會對置入效果產

生影響。 

 

由於過去研究中並沒有探討遊戲經驗，因此將援用網路經驗(網齡)在網路廣

告的研究結果作為推論。網路廣告研究中指出網路經驗和點選 banner 的傾向呈

現負相關，有經驗的網友較少被刺激分散注意力(Bruner& Kumar,2000)，點選率

較低，新手的點選率則較高；在品牌態度上，新手比專家容易改變品牌態度



(Dahlen et al, 2001)；在購買意向上，新手傾向從外部搜尋資訊來進行購買決

定，而專家傾向內部記憶搜尋，花較少的時間看網路廣告資訊。從這些研究結果，

我們可以推論在遊戲情境中，新手與對產品置入的反應該比老手來得好。 

 

將相關研究結果整理如下： 

 

表 2-8  文獻整理 

研究者 依變項 主要發現 

D’Astous & Chartier 

(2000) 

回憶 

再認 

品牌態度 

接受度 

1.消費者對與融合度越高的置入

會有較正面的喜好(liking)，但

是在回憶與再認上有負面的影響

 

2.主要演員出現時，人們對置入

的評價較正面 

 

3.人們對明顯的置入的評價較正

面，但是明顯的手法也較不能被

接受 

Gupta & Lord(1998) 回憶 

再認 

1.明顯的置入回憶和再認效果都

較好，再認的效果比未提示來得

好 

Gupta & Gould(1997) 置入的態度 1.性別差異、觀看電影的頻繁

度，會影響對置入的接受度 

Baker & Crawford(1995) 回憶 

 

1.對置入品牌的回憶度極高，不

論是在提示或未提示的情況下 

 

2.觀看後立即有 16%受試者表示

對置入品牌有偏好 

 

3.受測者對品牌置入的運作呈現

中立態度，並認為它是推廣手法

之一 

Babin & Carder(1996a) 回憶 實驗組較控制組在品牌辨識度上

高出 25％ 

 

Babin & Carder(1996b) 再認 

 

兩組的認知差異達顯著水準。受

測者能正確地辨識電影中的品

牌，亦能正確地區分電影中出現



的品牌和未出現的品牌 

Karrh(1994) 回憶 

再認 

品牌態度 

1.置入會提回憶/辨識度 

 

2. 當呈現方式為場景中的焦點

或是與劇情整合時會有較高

的品牌回憶 

 

3.在品牌評價上沒有顯著差異 

Vollmers & Mizerski(1994) 回憶 

品牌態度 

1. 置入會提高回憶 

 

2. 置入對品牌態度無顯著差異 

Ong & Meri(1994) 回憶 

購買意向 

 

1. 置入的回憶度低 

 

2. 回憶度和提高購買意向間沒

有關聯 

Law & Braun (2000) 回憶 

再認 

購買意向 

1. 測量回憶與再認應採直接測

量法 

 

2. 測量購買意向應採間接測量

法 

Saberwahl et al(1994) 回憶 

再認 

聽覺－視覺的置入比起單一視覺

置入產生較高的回憶與再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