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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  贊助的基本概念 

一、贊助（sponsorship）的定義 

在文獻的一開始，先回顧過往學者對於贊助的定義，以了解贊助的本質與特

性。首先，Meenaghan（1983）對贊助的定義為：贊助可視為一組織為達到廣告

目標，以金錢或實物的形式提供援助給一活動（如運動、慈善活動、慶典、博覽

會、或藝術），由上可發現其所定義的贊助活動並非只包含體育活動，也涉及到

其他相關活動，但其將贊助的目標僅限定在廣告目標。 

 

而後續的研究者拓展了上述的定義，認為贊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達成企業的

行銷溝通目標，如Gardner & Shuman（1987）將贊助定義為支援公司目標（如

提高公司形象）或行銷目標（提供品牌知曉度），對於議題或事件的一項投資，

且通常是透過傳統媒體購買的方式；而Otker（1988）則認為商業贊助是企業為

了特定的行銷或溝通目標，所購買或發展對於一事件、一團隊或一群體的聯想。 

 

而Sandler & Shani（1989）則是在定義中討論到了贊助者與活動間的關係，

以區別活動贊助與媒體贊助的不同。其將贊助定義為一組織直接提供資源給一事

件或活動，以交換與此事件或活動的直接關係，而就是此直接連結關係區別出了

活動贊助與媒體贊助的不同，如可口可樂成為奧運的官方指定飲料就是因贊助而

形成的直接關係，而百事可樂購買奧運轉播時的電視廣告時間即為媒體贊助，因

為其所提供的金錢並非直接與奧運活動相關。 

 

 此外，贊助在某方面已被視為促銷工具的一種，而贊助者所欲達成的可能目

的即為知名度或形象的提昇，以及獲取特定區隔的消費者的好感。Javalgi, 

Traylor, Gross, and Lampman（1994）的研究中，即定義贊助為對一特殊活動

的承保，以藉此提高公司形象、增加品牌知名度、或直接刺激產品銷售和服務來

支持公司的目標。因此可看出贊助不僅只是想影響消費者的態度面，也企圖要影

響消費者的購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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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業贊助活動的類型 

企業贊助活動的類型有很多種，也日趨多元，學者也認為不同的活動有不同

的效果，因不同的活動有不同的形象，因此，企業在選擇贊助活動時也應考慮到

活動的形象是否符合企業本身的形象；亦或活動的形象是否是企業本身所欠缺

的，而可仰賴贊助轉移；或是透過贊助某種類型的活動，使消費者對企業更具好

感，如透過贊助社會福利的活動以表達企業體關懷社會的立場，或是贊助藝文活

動，不僅具支持文化活動之意，也能使藝文活動的形象與自己連結等。以下就是

過去研究所提到的分類，整理如下表： 

 

表1-1 贊助活動的類型 

研究學者、年代 企業贊助活動的類型 

Frank Jefkin（1983） 體育活動、文化活動、出版品、展覽活動、教育事業、

社會事業、專業活動、社區活動、慈善活動九類 

Gardner & Shuman（1987） 體育活動、音樂活動、文化活動、慈善活動、公共電視、

社區活動六類 

郭崑謨（1992） 教育、社區服務、醫療保健、藝術文化、社會福利、體

育、環保七類 

Gwinner（1997） 體育活動、音樂活動、節慶/集會、高級藝術（如芭蕾、

戲劇）和職業聚會/商業展覽五類 

陳柏蒼（2001） 體育活動、節慶活動、社會慈善、藝術文化、環境保護、

學術教育六類 

來源主為陳柏蒼（2001），本研究參考整理 

 

 因此，活動類型應也是會影響到贊助效果的其中一因素，Meenaghan（2001）

在討論贊助效果時，即認為活動的類型（如體育、藝術活動等）會影響到受眾感

受善意（goodwill）的程度，在此其所認定的善意是指贊助相較於廣告，在一般

受眾的心中多了一份有益於社會的感覺，其並舉例而言，贊助社會公益活動較贊

助大眾文化活動更能激起受眾對贊助者的善意。而其並認為善意會影響到消費者

的喜愛度、品牌偏好、和購買等情感連結和相關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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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贊助領域中的一致性討論與研究 

回顧過往的贊助研究可發現到，許多贊助的學者都認為贊助活動和贊助者間

的一致性應被更為重視（Crimmins & Horn, 1996；Cornwell和Maignan, 1998），

而Meenaghan（2001）也認為贊助活動與贊助品牌間的一致性會影響到贊助效果。 

 

 除了上述學者的闡述外，也有少數學者已展開相關的實證研究，Stipp（1998）

企圖建構一模式探討奧運贊助對贊助者形象的影響，其運用了NBC於奧運進行期

間的電話調查所得之資料，此問卷包含了對奧運官方贊助者的態度、對贊助的認

知、贊助者和奧運間的連結關係、對贊助廣告的回憶、奧運的收看度、產品使用

和人口統計等問項，而其企圖驗證上述變項與贊助者形象間的關聯性，結果顯示

除了奧運的收看度、產品使用和人口統計的教育與收入等變項外，其餘變項與贊

助者形象都達顯著相關，顯示出贊助者與贊助活動間的連結強度與贊助者形象間

的高度相關。因此，其研究證實了贊助者與贊助活動間的連結性得確與贊助效果

有高度關聯性。 

 

 而Speed & Thompson（2000）在探討消費者對運動贊助反應的的決定因素

時，也置入了贊助者與活動間的一致性，企圖驗證此變項與贊助效果間的關係，

而其所探討的贊助效果包含了喜愛度、興趣和使用意願，而其研究結果也顯示出

贊助者與活動間的一致性和運動贊助反應間呈現正向相關的關係。 

 

 上述的兩個研究都為調查法，因此僅能呈現出贊助活動與贊助品牌間的一致

性和贊助效果間的相關性，但卻未能提供一實證的因果關係，即贊助活動與贊助

品牌間的一致性高低會影響到贊助效果。而接續於Johar & Pham（1999）的研

究即在驗證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相關性和顯著性，對消費者贊助品牌回憶度的影

響，而其研究結果顯示出，當贊助活動與品牌間具相關性時，受測者能回憶出真

正贊助品牌的比率顯著高於活動與品牌間不具相關性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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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McDaniel（1999）的研究則企圖驗證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對運動

贊助廣告效果的影響，其操弄了贊助活動與贊助品牌間涉入度的一致性，企圖驗

證是否於高涉入產品贊助高涉入體育活動時的廣告效果，會優於高涉入產品贊助

中涉入或低涉入的體育活動，而其研究結果顯現出，高涉入產品贊助高涉入體育

活動時的廣告態度，顯著高涉入產品贊助中涉入和低涉入體育活動時，但於品牌

態度與購買意願上，一致性高中低三組則未達顯著差異，但此研究仍是部分驗證

出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對贊助效果的正向影響。 

 

 接續於Gwinner and Eaton（1999）則是企圖驗證有無使用贊助方式及贊助

活動與贊助品牌間的一致性對形象移轉效果的影響，其並將贊助活動與贊助品牌

間的一致性分為兩種，一為功能基礎一致，另一為形象基礎一致，且其也是以體

育活動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有使用贊助較無使用贊助的情況下，形象移轉效果

較好，且在有使用贊助的情況下，無論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為功能基礎一致或形象

基礎一致，形象移轉效果都較好。因此，此研究也驗證出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

致性對形象移轉效果的正向影響力。 

 

透過上述的研究，我們可了解到贊助活動與贊助品牌間的一致性，不僅只是

存於學者間的討論而已，也有了若干的實證研究結果。而從目前累積的研究可

知，贊助體育活動與贊助品牌間的一致性對贊助者回憶、贊助廣告態度、形象移

轉皆為正向影響，因此，接續要討論的是此一致性效果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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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一致性的理論基礎之一 

 Wolburg & Pokrywczynski（2001）在討論到一致性（congruency）時，認

為一致性的概念是源自於諧調理論（congruity theory），且也可稱為配合假設

（match-up hypothesis），而由於諧調理論（congruity theory）是延伸自Heider

的平衡理論（balance theory），且Crimmins & Horn（1996）在探討贊助效果

時，也曾以平衡理論為解釋依據，所以，在此將先引入平衡理論的相關討論。 

 

 平衡理論的核心概念是認為個體對人、事、物的態度或信念有保持平衡的傾

向，否則將會因不平衡狀態而導致認知失諧的緊張不安感，而其將個體（P）、他

人（O）、事物（X）的關係設為一個三角關係，並於此三角關係中的任兩兩關係，

以正負號表示其的正負向關係，由此將延伸出八種形式的關係，四種平衡與四種

不平衡的關係。其並認為在面對一不平衡的關係時，個體也許會轉變態度以維持

平衡，或是將其中一關係視為不存在，以維持其他兩者關係的平衡。 

 

平衡理論也有討論到認知結構如何塑造相關於態度的學習和記憶，出自調和

理論的預測認為平衡關係較易於回憶，而後續的研究者則認為平衡關係較易於被

回憶的原因，是因為平衡和不平衡關係的儲存是不同的，也就是人們會將平衡關

係視為一單一的認知單位儲存，而不平衡關係則是以較不有效的片段方式儲存。

因此，假設人們學習了一不平衡的三角關係，之後當他們要回覆此單一關係所需

花費的時間，是決定於此關係中的數目，研究者稱其為回憶線索，越多三角不平

衡關係的片段被補充，此不平衡的三角關係越快能回復；而平衡的三角關係則是

以單一認知單位的形式儲存，因此可一次提取出，但不平衡的關係則無法以同樣

方式處理（Fiske & Taylor, 1991）。由此可知，平衡關係較容易回憶是因為人

們可將平衡關係當作一個整體，也就是以整體的方式儲存於腦中，因此回憶時也

就一次提取出此整體即可；而不平行的關係則是以片段方式儲存，所以無法一次

提取，要逐次將不平衡關係的片段取出，才能完全回憶出此不平衡的三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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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將平衡理論引入到廣告的說服影響上時，即為代言人廣告的說服影響，這

時此三角關係的P是閱聽眾本身，O為代言人，X即為代言產品，在代言人與代

言產品間（O-X）為正向關係時，廣告主期待在閱聽眾和代言人間（P-O）也為正

向關係，則將只剩下閱聽眾與產品間（P-X）的關係未定，而依據平衡理論，個

體會傾向能維持平衡關係，因此閱聽眾應會正向地評估產品，這就是以平衡理論

說明為何代言人廣告有其說服效果。 

 

 而於活動贊助的情況時，Dean（1999）即認為活動贊助是另一種可影響消費

者評價的推薦（endorsement）型態，如當企業贊助奧運活動時，企業的位置從

第三者推薦的物體，轉變為活動的推薦者或是組成物。且其即用海德的平衡理論

解釋為何活動贊助能改變消費者對企業的態度或信念，其認為企業期望消費者對

贊助活動是持正向的評價，而當企業贊助一活動時，也就是表達企業與此活動間

為一正向關係，而在維持平衡的狀態下，消費者將會因此也對企業產生正向評價。 

 

 而Crimmins & Horn（1996）則是將平衡理論運用於解釋贊助或能使消費者

對企業負面評價扭轉的潛在效果。由平衡理論可知，當兩低評價的事物或高評價

的事物連結在一起時，消費者的認知系統是平衡且穩定的，但當一低評價的事物

與高評價的事物連結在一起時，則此認知系統將不是平衡穩定的，而人們會企圖

使其系統恢復平衡。因此將此放入贊助情況時，當一個在消費者心中較低評價的

品牌，企圖透過贊助與一高評價的活動連結時，消費者的認知系統將不平衡，因

此消費者會企圖回覆平衡狀態，而由於高評價的事物，相較於品牌認知，在人們

的評價系統通常是較中心且較難改變的，因此其認為消費者可能會因此改變對品

牌的評價，將原先的低評價變高，使其認知系統得以平衡，而如此一來，品牌的

低評價也就隨著贊助的連結關係而改變了。 

 

 由上可知，平衡理論運用於贊助情境時，藉由人們期望維持平衡穩定的狀

態，和此平衡狀態的儲存方式，企圖解釋為何贊助活動與品牌間具一致性時，對

贊助關係的回憶與贊助者評價可能為正向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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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一致性的理論基礎之二 

一、基模理論 

Lynch & Schuler（1994）引入基模理論，為代言人與產品的屬性間一致性

作更進一步的推論，分析在屬性一致與不一致的情境中，代言人基模、產品基模

和廣告基模的可能變化；而Gwinner & Eaton（1999）與McDaniel（1999）也以

基模理論為其一致性效果的解釋基礎，因此以下為基模理論的相關討論。 

 

基模（schema）被定義為一認知結構，此認知結構代表了刺激物的概念與形

式，及組成此刺激物的各個屬性與屬性間的關係（Fiske & Taylor, 1991）。而

人們因學習或過去經驗的影響所形成的基模，將會對於刺激對象、訊息或事件有

既存的預期，進而影響此刺激的處理，及對此刺激的判斷。 

 

而基模影響刺激的處理可視為一由上而下的過程，也稱為概念或理論驅使的

過程，也就是在此處理過程中，主要是受個人已組織好的既存知識的影響，而不

是受到環境中其他因素的影響（Fiske & Taylor, 1991）。而此既存的知識結構

將可幫助人們簡化資訊處理的工作，因為人們生活中每天需要面對各種各樣的資

訊，若是沒有一機制簡化此大量的資訊處理，大腦定將無法負荷，因而基模的一

重要功能就是以此既存的知識結構幫助資訊處理。 

 

二、基模與記憶 

基模對於資訊處理的影響可分為三階段，首先是基模會影響人對新訊息的注

意與製碼（selected attention and encoding），而處理的結果會影響此訊息的

記憶（memory）與提取（retrieve），這為基模影響訊息的第二個階段，而製碼

的結果與個人所記憶的材料將會影響個人對訊息的進一步推論與評價，此為第三

階段（Fiske & Taylor, 1991）。 

 

 

（一）基模影響注意與製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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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與製碼是資訊處理的第一步，若是沒有此階段，後續的記憶、提取等處

理過程就不會發生，基模也將不會被引用。而個人將外在的訊息再現（represent）

於心中的過程就稱為製碼（encoding），也就是將外在的訊息轉為內在所能理解

的訊息（Fiske & Taylor, 1991）。 

 

 而根據基模理論，訊息是否會被閱聽眾選擇注意並製碼，有三個條件：（1）

與訊息相關的基模的存在；（2）基模是否順利啟動；（3）新訊息對於基模來說是

否為重要訊息（Alba & Hasher, 1983; 轉引自林意慈,1998）。因此根據上述條

件，若是新訊息進入時，閱聽眾具有與此訊息相關的基模，而此訊息又能順利啟

動適合的基模，且對此基模而言，訊息具備重要意義，則訊息將會被閱聽眾注意

和製碼，並被載入與訊息相關的基模中。 

 

 舉例而言，當一產品訊息出現時，若是閱聽眾具備此產品的相關基模，接觸

到訊息後，此訊息觸發了此產品基模的啟動，則此訊息將可能被閱聽眾所注意和

製碼，若閱聽眾又正好有購買此產品的需求時，則此訊息對其就具有重要意義，

則此訊息將會被閱聽眾注意和製碼，且會納入相關基模中。 

 

（二）基模影響記憶 

 當人們面對一外來刺激時，若能以既有的認知結構去組織刺激的各部分，將

有助於回溯（recall）整個訊息，因此，當刺激與既有的認知結構越符合時，此

刺激的各個特性與基模結構中的對應概念越一致，將更能利用基模結構來整理訊

息，並且在回溯訊息上，與基模相關的訊息能提供線索以啟動基模，使得閱聽眾

能較輕易的回溯訊息；相對地，與基模無關的訊息，則因為無法啟動適合的基模

來組織訊息，會造成對回溯的阻礙，再加上與基模缺乏聯繫通路，將無法輕易地

從長期記憶中提取訊息（Taylor & Crocker,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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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訊息的一致性與回憶 

 回顧過去的研究，與基模一致或不一致的訊息與回憶程度高度相關，但是相

關的研究卻呈現出兩種相反的結果，一種是證實了與基模一致的訊息，閱聽眾回

憶度較高，因為基模會選擇性製碼，且與基模不一致的訊息難以提取，因此與基

模一致的訊息回憶較佳；但是另一派學者的研究結果，卻是證實了與基模不一致

的訊息會有較高的回憶度，其認為這是因為與基模不一致的訊息能引起注意，且

需要更多的認知推敲，是更為深層的訊息處理，所以回憶較好。所以，以下將列

舉兩派研究所引用的理論根據及研究結果，以了解其間的脈絡與關係。 

 

（一）一致性訊息記憶較好 

關於一致性資訊記憶較好的立論，研究者是認為人們會傾向去記憶與基模相

關的訊息，而忘記與基模不相關的訊息（eg.Hastie, 1981），也就是人們可以分

辨出與基模一致或不一致的訊息，因而在一般的情況下，已建立良好的基模會偏

差記憶住與個人預期一致的資訊（Fiske & Taylor, 1991）。 

 

Morris等人（1979）在研究先前資訊與文章中的形容詞和活動敘述是否正

確配對，對文章回憶度的影響時，在其研究結果發現到，與既存基模一致的先前

訊息會促進閱聽眾對文章的製碼與理解，進而影響到對文章的回憶；而與既存基

模不一致的先前訊息，對文章的製碼與理解無明顯幫助，因此回憶度較不好。所

以，其認為與基模一致的訊息會幫助基模的可接近性，進而影響資訊處理的過程

與速度，使得回憶較好。而Lingle（1979）等人在研究人們的印象（impression）

是如何被組織於記憶中時，其以與職業相關與否的人格特質為實驗刺激，研究結

果發現到，與人物職業一致的特質較容易被記憶，再認效果較好，且延遲記憶的

表現也較好，而與人物職業不一致的特質記憶程度較差。再者Rothbart等人於

印象的研究中，也證實與基模一致的事件較與基模不一致的事件，回憶度較高

（Hastie,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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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Cohen（1981）的研究也發現到，一致的訊息較不一致的訊息，閱聽

眾的回憶程度較好，且延遲的再認度也較好。而其認為此是因為閱聽眾會有選擇

性注意，人們會較注意與其基模一致的資訊，勝過與基模不一致的資訊；而此選

擇性注意會引導之後的製碼和提取的處理過程，因此，與基模一致的資訊，閱聽

眾的回憶與再認程度都較好。 

 

除了上述提及的研究發現外，研究者所提出的過濾模式（Filtering model）

也是架構在與基模一致的訊息較不一致的訊息記憶程度較好，此模式的概念是認

為，人們會忽略不一致的訊息，且會不去處理它，其假定基模藉由將資訊以有意

義的方式組織，進而促進與基模相關資訊的最初製碼（Taylor and Crocker, 

1981），也就是基模會傾向將與基模一致的訊息加以製碼，而與基模不一致的訊

息，因為不符合既存的基模，會在製碼時就被過濾掉，因此，與基模不一致的資

訊將無法進入製碼階段，則更不可能進入之後的資訊處理階段，因此，在記憶、

提取階段的表現都將不如與基模一致的訊息。 

 

而Misra and Beatty（1990）即以過濾模式（Filtering model）來驗證名

人與代言產品間形象的一致性效果，其假定閱聽眾接收到一品牌的新資訊時，任

何與代言人不一致或不相關的資訊（即是與既存名人基模不一致的資訊），都將

被過濾掉，而一致的資訊將會更快的被製碼。而研究結果證實了過濾模式的存

在，名人與其代言產品的形象一致將較不一致，在立即回憶與延遲回憶上都較好。 

 

總體而論，此派認為與基模一致的訊息記憶較好，是因為一致性訊息符合個

人的既存基模，會啟動基模進行資訊處理，較容易被注意，進而影響到後續的製

碼與回溯，而一致性資訊在長期記憶中也有相當優勢，從研究中的延遲再認程度

較好可看出；而不一致訊息因為與既存基模不符合，較不易引起注意，甚至在製

碼階段就可能被過濾篩選，除了過濾模式外，Taylor & Crocker（1981）也認為

基模具有選擇性編碼的功能，會選擇與既存基模一致的資訊進行編碼，因此一致

的訊息會較不一致訊息在記憶程度表現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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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一致訊息記憶較好 

上述的研究雖顯現出一致的資訊較不一致的資訊有較好的記憶，但後續的研

究卻發現到，不一致的資訊更能引起注意，因與基模不一致資訊具有新奇和驚喜

感，進而引發認知推敲的深層處理，記憶程度反比與基模一致的資訊好。 

 

 Hastie & Kumar（1979）研究人格特質和其敘述間的一致性時，即認為不一

致的資訊因與既有基模結構不合，突顯了訊息的顯著性，而引起較高的注意，且

此顯著性會引發更深層的資訊處理，而此深層處理會使資訊更易於提取，使得回

憶程度較好。其研究結果也顯示出，不一致的資訊較一致的資訊回憶度較好，而

其也據此研究結果，提出了一理論架構企圖解釋為何與基模不一致的資訊回憶較

好（Hastie & Kumar, 1979; Hastie, 1980）。 

 

 此理論架構（AN/DP模式）引用了HAM（Human associative memory）理論

的概念，認為人在閱讀資訊後，會於記憶中產生一如網路般的聯想連結

（associative links）和觀念節點（idea node）的心理結構，此結構為階層性

的，舉例如記憶中某人物的網路結構，在最高層的節點將是此人的名字，而連結

的第二層節點為此人的人格特質，最後一層為人格特質的特定事實或例子。而人

們在進行資訊搜尋時是由上往下的，會選擇某一特定連結是根據此節點連結的數

目，而由於不一致的訊息需要較多的推敲，因此會與較多的節點連結，而此些連

結將會幫助閱聽眾自記憶中提取資訊的過程。 

 

其再引入深層訊息處理方式，認為資訊特殊性的衡量標準是與一致訊息相比

較，另可用資訊豐富性來看，所謂資訊的豐富性是指與舊有資訊相較的新奇、無

預期性或非過剩性，而此資訊的特殊性會決定其被資訊處理的深度，由於在處理

不一致訊息時，無法以既有的基模處理，需重新檢視是資訊的每一部份，且閱聽

眾會試圖對此資訊作出因果推論，因而需要更多的認知推敲能力，所以是種更深

層的處理方式。因此，此深層的編碼會使提取更容易，使回憶程度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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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閱聽眾採行此深層處理訊息的方式，則不僅只限於不一致的資訊，一致

的資訊同時也適用，因此兩者的回憶程度都會提高，而此由其研究結果可發現，

當不一致的資訊增多時，一致資訊的回憶度也提高了，不過這是因其研究中同時

包含了一致與不一致的資訊，而產生不一致資訊與一致資訊的回憶表現交互影

響，當因不一致資訊的存在而採用深層的處理方式時，也同時提昇了閱聽眾對一

致資訊的記憶程度。且此理論認為因為經過深層處理模式，不一致訊息在立即與

延遲的回憶程度都會較好（Mistra & Beatty, 1990）。 

 

 認為不一致訊息記憶較好的另一理論為Schema-Copy-Plus-Tag Model，此

理論為Grasser & Nakamura於1982年所提出，其假定一致或典型的項目會以複

製的方式製碼於一般基模中，此基模包含了典型的份子和與特定知識集合的關

係，相反的，非典型的或是不一致的項目會被貼上標籤，以區別的方式製碼，且

會儲存於一獨特、區隔的單位，而此會導致不一致項目比一致的項目有較高的回

憶度，但此標籤項目會隨時間而衰退，因此不一致資訊會於立即回憶時表現較

好，但一致資訊會在延遲回憶時表現較好（Mistra & Beatty, 1990），而由於有

一獨特標籤的關係，不一致資訊的再認會較好。 

 

 由上可知，此理論是假設個人在處理一致和不一致資訊時，分為兩種不同的

路徑，與基模一致的資訊，可直接自既存基模中提取類似資訊而儲存，個人不需

特別記憶此資訊，因長期記憶中已存有代表一致訊息的基模知識，對基模而言此

一致訊息類似複製的加強效果；而不一致的訊息因沒有既存基模可直接記憶，就

已貼上標籤的方式加以區隔，儲存於特定的單位中，因而有一獨特的提取路徑。 

 

 Schmidt & Sherman（1984）就運用此理論探討說服訊息的記憶，研究結果

顯示，一致的訊息是由基模所引導，相較於不一致訊息，較不會隨時間而忘記；

且一致訊息的回憶為集群式的，尤其是於延遲記憶時，但由其的研究結果卻也顯

示出，此理論並未明顯預測出，究竟是一致的訊息或不一致訊息在記憶程度上表

現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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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與基模一致或不一致訊息對回憶的相關研究中，存有三種不同的

理論基礎模式，分別為過濾模式、Schema-Copy-Plus-Tag Model和AN/DP模式，

而此兩派理論基礎都有都有獲得實證研究的證實。 

 

不過，Markus & Zajonc（1985）在討論到一致性與不一致性訊息於回憶上

的爭議時，認為與基模不一致的資訊容易被回憶是基於某些前提，如在基模中有

其他資訊與此不一致訊息相競爭，以及認知任務要要求個體要使用此不一致資訊

時。因此，其認為除非此與基模不一致的資訊是嚴重牴觸到基模中的某些知識結

構，基模才會因給予此不一致資訊一解釋而使其有獨立的結構，並確信其會被接

收者所注意，但若僅是微小不一致，此資訊並未與基模中的知識組織衝突，或是

個體並不需要使用此不一致的資訊，通常是與基模一致的資訊會主導回憶。 

 

而Fiske & Taylor（1991）在提到人們究竟是偏愛基模一致或不一致的資

訊，也認為此通常是有規則可尋的，如人們會因基模的強度而偏向記憶住一致或

不一致資訊，通常，尚在發展中、不成熟的基模較容易記憶住與不一致的資訊，

而已發展成熟的基模則會偏好記憶住一致的資訊；且不一致資訊的優勢通常是在

人們企圖要解釋此不一致資訊時，也就是通常是有特殊的目的，或人們有時間和

能力才會記憶住不一致的資訊。 

 

而由於本研究所使用的不一致資訊，並非會嚴重牴觸到個體既存的知識結

構，且也未有其他資訊與其競爭，受測者僅會接受到一種訊息，研究者也未給予

受測者任何任務或目的去解釋此不一致資訊，因此，本研究將採用與基模一致的

資訊回憶較好的推論基礎。而由於上述的多為社會認知領域的研究，所以接續就

列舉出採基模一致資訊回憶較好的相關廣告和贊助領域的實證研究。 

 

Misra & Beatty（1990）在研究名人與產品間形象的一致性對回憶的影響時，

將前述所提到的三個模式加以驗證（過濾模式、Schema-Copy-Plus-Tag Model、

AN/DP模式），其假定當不一致性訊息在立即和延遲回憶都表現較好時即證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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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P 模式的存在，而當不一致訊息在立即回憶表現較好，一致訊息在延遲回憶

表現較好時則證明了SCPT模式的存在，若一致性訊息再立即和延遲回憶都表現

較好時即是證實了過濾模式的存在，而其研究結果顯示出，受測者對名人與產品

間形象一致訊息的立即回憶與延遲回憶都較好，因此證明出過濾模式的存在。 

 

而Schmidt & Hitchon（1999）在研究聯合廣告（Alignment Ads）的說服

影響時，企圖探討廣告中產品與議題間的一致性，其認為個人在面對不一致的資

訊時會忽略它，而在資訊是與預期一致時，個人才會選擇性地給予注意，且其認

為除非此不一致訊息，是極其嚴重到影響到閱聽眾的內在一致性，才會需要額外

的深度處理，所以其假定產品與議題一致時的回憶度較好，而其的研究結果也顯

示產品與議題一致時較不一致時，回憶度較好。 

 

而於贊助領域中的研究，僅有Johar & Pham（1999）在研究贊助活動與品

牌間的相關性對回憶的影響時，發現到贊助活動與品牌間具相關性時（如世界盃

足球賽與Nike球鞋），消費者能正確回憶出贊助品牌的比率顯著高於贊助活動與

品牌間不具相關性時（如世界盃足球賽與微軟電腦軟體）。 

 

四、基模與評價 

 基模除了影響到訊息的接收與再現外，也會影響到閱聽眾的判斷與評價，

Fiske & Taylor（1981）即認為在刺激出現前，既有的與基模相關的預期，會影

響到對此訊息的判斷，因此，一刺激結構若能包含更多的基模的中心屬性，將會

被認為評價的更好，而當刺激結構所包含的屬性並不與基模相關時，將可能被評

價的更負向。 

 

上述的立論類似於Fiske & Pavelchak（1986）所提出category-based 

affect，其認為基模除了認知面外還有情感面，並將閱聽眾處理資訊的方式分為

兩種，一種為類目基礎的（category-based），即是當資訊與既有的基模一致時，

會快速吸收此訊息，並且會同時喚起此類目既存情感，而能快速形成評價；而另



 20

一種為斷續基礎（piece meal），此是當資訊無法與既有類目歸類時，只好費時

一一拆解分析，其所引發的情感是由資料驅使的，而個別屬性不易整合成總體評

價。而其也實際驗證出，當個人職業與屬性一致時較不一致時，以類目基礎處理

的認知反應快而正確，情感反應也快速形成與既存類目一樣的評價。而Fiske 

(1982)的研究中，也發現當資訊與既存基模相符時，所引起的正面情感較高，而

資訊與既存基模不符時，正負向情感都極小。 

 

而應用到廣告相關研究時，Schmidt & Hitchon（1999）也認為與基模不一

致的資訊若不是極其嚴重，將不會影響到閱聽眾的評價；而一致的資訊則會強化

既存的評價概念，因而一致的資訊應對評價有一更強大的影響，其研究結果也顯

示出，當產品與議題一致時的品牌態度，較不一致時好；此外，在代言人廣告中

配合假設的相關研究，Kamins（1990）的研究中證實當代言人與產品間具一致性

時得確對廣告態度為正向影響，而Misra and Beatty（1990）、Kamins和Gupta

（1994）等人的研究中也都證實了代言人與產品形象一致時會提高品牌態度。 

 

而於贊助研究的領域中，McDaniel（1999）則引入廣告基模的概念，以廣告

基模為資訊處理基礎模式，企圖解釋運動贊助廣告中活動與產品間一致性所造成

的效果，其研究中同樣證實了運動贊助活動與產品間於涉入度上的一致會影響消

費者的廣告態度，而品牌態度和購買意願則並未達顯著，但是與廣告態度顯現同

樣的趨勢，都是一致性會時的品牌態度和購買意願高於一致性低時。 

 

五、基模與形象移轉 

 Lynch & Schuler（1994）在探討代言人和廣告產品訊息的配合（match）時，

以基模理論中的同化（assimilation）與調適（accommodation）來試圖解釋過

往代言人研究中配合假設所產生的效果，其認為透過代言人與產品特性配合時，

代言人和產品基模會因此產生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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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代言人基模與產品基模因屬性配合而產生連結後，將會產生一新資訊到

代言人基模與產品基模上，而此新資訊將會整合代言人的屬性到產品基模上，因

而會產生在處理廣告訊息之前未認知到的品牌屬性。而其在研究中也加以印證此

現象，認為在代言人與產品特性配合的情形下，會創造或加強所知覺到的產品的

強度，其假設代言人的肌肉結實度將會傳達此強度的符號意含或是實質意義，但

其研究結果並不顯著，只顯示出代言人的肌肉結實度會對產品的持久性造成影

響，但這也某一部份驗證出了名人的意義會移轉到所代言的產品上，且透過名人

與產品間的相似程度會促進此意義的移轉。至於代言人與產品基模於屬性上不一

致時，其認為將不會產生一新資訊於代言人基模與產品基模上，而是產品基模以

調適方式對應此不一致的資訊。 

 

 而Gwinner and Eaton（1999）則引用過濾模式於配合假設上的解釋，認為

一致的訊息會與代言人基模連結，且會進一步與產品基模整合，假定此兩基模在

某些明顯特性上有一致性，應而可期待名人基模和產品基模將會更相似，而此一

致性即來自於名人基模中的某些特性移轉到了產品基模上，其就以此為推論，置

入贊助情境中，驗證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相似性是否會影響形象的移轉，研究結

果顯示，確實在贊助活動與品牌間具相似性時，形象移轉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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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 

一、一致性的基礎與定義 

過往的名人與產品間的一致性研究以吸引力屬性、專家屬性、到整體形象上

的一致性等，而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應如何連結或可以何種基礎連結呢？

McDaniel（1999）的研究是以涉入度作為一致性的基礎，而Meenaghan（2001）

的研究討論到此問題時，認為來源和訊息間的一致性原則也同樣可應用於贊助的

關係中，其以焦點團體訪問法得出消費者知覺一致性的能力，是決定於個人關注

此兩方關係（贊助者和贊助活動）的知識程度，而決定一致性原則的中心因素為，

消費者知覺到存在於兩方關係中的邏輯性連結的程度，其並舉例不一致的關係如

香煙和體育運動的贊助。 

 

而McDonald（1991）在討論到贊助者形象移轉時，認為在活動與公司價值

間應能找出一綜效（synergy），即如果可直接將活動連結到產品將會產生更好的

贊助效益。因此其認為產品相關性是非常重要的，且可分為直接或間接兩種形

式，直接的形式其舉例如Philips提供舉辦活動的露天運動場地所需的燈光或是

電視錄影設備，其顯現的意義大過於如果Philips僅提供財物支援，這是因為

Philips的專業性已為人所知；而另一形式為間接的，如其認為Barclay銀行就

和足球很相配，因為此銀行堅固和傳統的形象與足球此國家運動的觀點是高度相

符的，而其也認為若是贊助者與其贊助活動不一致將可能會造成反效果。 

 

McDonald（1991）的觀點與Gwinner（1997）將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相似性

分為兩種－功能或形象相關的相似非常類似，所謂功能相關的相似是發生在當贊

助者品牌於活動期間，會真正為參賽者所使用到，其舉例如Volveline機油贊助

越野機車競賽時，此連結的建立即是因為，Volveline除了作為一贊助者外，其

機油於比賽期間是真正被許多參賽者使用的產品。而第二種為形象相關的相似，

此及發生於當活動的形象與品牌的形象有相關性時，其舉例如百事可樂贊助1993 

Michael Jackson的世界巡迴演唱會，在此例中活動與品牌間的相似性是來自音

樂活動和產品品牌兩者的定位都為年輕的和令人興奮的。由此可看出，Gwinner

（1997）所定義的功能相關的相似與McDonald（1991）所認為的直接形式的產

品相關性應為相同的概念；而形象相關的相似則與間接形式的產品相關性也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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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概念。而Gwinner（1997）也認為贊助者和贊助活動間的相似性，不論是以

功能或形象為基礎，都將藉由此堅定的連結關係，幫助消費者將活動的形象與品

牌相連結。 

 

但此種以相似性為基礎的連結方式與一致性的意義是否相同呢，Till & 

Busler（2000）在探討配合假設的應用於名人與產品間的連結時，即認為可透過

在兩概念間（如名人和產品）建立歸屬性、相關性、適合性和相似性的連結，並

說明此與過往研究中的一致性都是相同的。 

 

因此，本研究中將採用Gwinner（1997）所定義的功能性的相似，作為一致

性的基礎，會選擇功能性的相似，而未採用形象性相似的原因在於本研究所欲驗

證的贊助效果中，其中一項即為形象移轉效果，此效果的衡量方式是要受試者用

活動形象的形容詞來形容品牌形象的適合度，因此，形象性相似高的活動與品牌

間一定能共享許多形容詞，如此一來，形象移轉效果的顯著將不一定是因為一致

性高所造成的，而可能是衡量方式所造成的偏差，Gwinner 和 Eaton（1999）的

研究即是以此兩種相似性為操弄，來探討贊助活動和贊助者間形象轉移的效果，

而於其研究結果也確實顯示出形象性相似較功能性相似的形象移轉效果較好，造

成此效果的一可能原因即為衡量方式所形成的，因此為求能有明確的因果關係，

本研究只選擇功能性相似作為贊助活動與贊助品牌間一致性的基礎。 

 

二、一致性與贊助活動類型的關係 

 在本研究中引入了兩不同的活動類型，企圖驗證此不同的活動類型是否會對

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有不同的效果，本研究所選擇的為體育活動與慈善活

動，選擇此兩活動的原因是過往的贊助研究幾乎都是選擇體育活動為分析標的，

因為體育活動的贊助一直是各活動類型中的第一位；另外，選擇慈善活動的原因

則是此活動本質的特殊性，因其所代表的善意強過其他類型的活動，而此強大的

善意是否會造成不同的效果便是本研究所欲探討的。 

 

 過往關於贊助體育活動的研究中，都討論或實證出贊助活動與品牌間具一致

性時對贊助效果為正向影響，如Johar & Pham（1999）證實當贊助的體育活動

與品牌間的相關性高時，消費者能正確回憶出贊助品牌的比率顯著高於贊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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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品牌間不具相關性時。McDaniel（1999）研究運動贊助的效果時，也顯示出當

贊助的體育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高時較一致性低時，消費者的廣告態度為高。至

於Gwinner and Eaton（1999）則是發現到贊助的體育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高

時，形象移轉效果較一致性低時強。總和上述的研究可發現，至目前所累積的研

究都顯示出，於體育活動類型下，贊助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與贊助效果間為正向

關係，也就是對消費者而言，體育活動中的贊助品牌與此活動間的一致性越高，

其對此品牌的記憶和評價都會較高。 

 

 由於過往的研究都集中在體育活動的面向，並未涉及到慈善活動的討論與研

究，因此一致性所造成的正向效果是否也能推展到慈善活動上尚待驗證，但研究

者發現在企業慈善（corporate philanthropy）領域中，有實務界人士對於企業

與活動間關係會影響消費者評價的討論，在企業為求能負擔社會責任所採行公益

行銷1（cause – related marketing）的相關討論中，曾討論到當企業與活動或

議題間的關聯程度太高時，可能會引來反感（Benezra,1996），而Drumwright

（1996）在探討涉及社會面向的企業廣告模式時，談論到廣告中所選擇的議題與

公司核心事業的關係時，認為有三種關係，一為完全無關，二為間接的關係（如

女性產品與女性健康議題），三為緊密的關係，而受訪的實務人士認為最具優勢

的關係為間接的關係，其覺得當完全無關時會造成消費者的認知失諧，而當兩者

關係太緊密時，消費者可能會認為公司是投機或剝削的，引發負面評價。 

 

 由上述的討論可看出，當企業欲發揮社會責任及實行慈善行為時，若是與議

題或活動間關係太緊密時，反有可能會引發消費者的反感，但此現象是否也可能

會在企業贊助慈善活動時發生，亦或贊助慈善活動時與體育活動時相同，都會如

過往研究般呈現出一致性對評價的正向影響，由於並無相關研究證實，因此當贊

助的慈善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越高時，究竟會引發出正向或反向的評價尚無明

確研究結果可知，所以此與過往研究所證實的一致性較好的相反關係是否存在將

待進一步的驗證。 

                                                 
1 公益行銷為產品品牌與非營利組織間進行水平式的結合，共同進行銷售促進的活動，即當消費
者參與提供公司受益的交易時，公司捐出特定金額予特定機構、個人、事件或活動，以同時滿足

組織和個人的目標。（別蓮蒂,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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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贊助效果研究 

一、贊助效益的評估面向 

 贊助效益評估的重要性是基於，若是企業無法評估贊助的實質效益，則企業

如何得知自己的龐大花費是否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因為並不是每次贊助都會達到

預期的目標，因而絕對需要一套評估方式來分析贊助的實質效益，以了解贊助與

其他行銷工具的差異，並可了解贊助對閱聽眾的影響，進而提供企業日後執行贊

助時的考量。 

 

而自學者展開贊助的相關研究後，有關贊助效果的研究就一直是多數研究者

企圖研究的課題，而研究者也參考廣告效果研究中的理論基礎與測量標準，開展

出贊助效果的衡量標準，Bennett（1999）提到評量贊助效益的方法時，認為若

僅以產品銷售量來作為贊助效益的指標是有極大問題的，因為這涉及到其他並行

的行銷傳播投入、過往廣告的持續效果、經濟情況改變和競爭對手的進入或離開

等的影響，因此，其認為贊助結果應以知曉度的層級、態度的創造或改變、提示

和未提示品牌或公司名稱的回憶度、媒體涵蓋率和每千人成本來與以衡量。 

 

而Hansen & Scotwin（1995）則認為贊助活動與產品間的連結性強弱所造

成的效果，可用四個面向來衡量：1.暴露程度：衡量消費者在不同的暴露程度下

效果的改變；2.注意：品牌或公司的知曉度，即測量回憶或再認的改變；3.認知

效果：產品和活動間的連結程度強弱是否影響到消費者對品牌的評價，以及形象

效果；4.銷售：也就是直接觀察產品銷售量的改變。 

 

由上可看出，衡量贊助效益的方式應可分為分兩個層面，一為消費者面，另

一為媒體面，而Keller（1998）則將此兩層面的衡量方式稱為供給面（supply 

-side）與需求面（demand-side）的衡量，供給面是企圖幾近一活動的媒體涵蓋

的時間與空間量，而需求面則是企圖辨識出贊助對消費者品牌知識結構的影響，

且以追蹤或調查的方式探索活動贊助影響消費者的知曉度、態度等。 

 

再進一步回顧過往關於贊助效果研究所使用的衡量變項時，可發現到贊助效

果衡量的變項與廣告效果的衡量變項大多相同，唯一不一樣的測量項目為形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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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正如學者Javalgi, Traylor, Gross, Lampman (1994)、Rajaretnam (1994)、

Schoch(1994)、Hansen & Scotwin (1995)等都認為透過贊助會對贊助者形象有

所影響而加以測量，而消費者對贊助者的知曉度和態度則是基本的評估指標，因

此，本研究企圖涵蓋過往研究所衡量過的變項，包含品牌回憶、形象移轉、態度

和購買意向，期望能對贊助效果有更全面的了解，以下就針對個別變項加以說明。 

 

（一）回憶與再認 

過往贊助效果研究的研究者都認為，贊助的主要目標就是提高贊助者的知曉

度，因而將對贊助者名稱的回憶與再認視為一重要指標（Sandler & Shani, 1992; 

Javalgi, Traylor, Gross & Lampman, 1994; Rajaretnam, 1994; Hansen & 

Scotwin , 1995; Stripp , 1998; Levin, Joiner & Cameron, 2001; Lardinoit 

& Derbaix, 2001）。 

 

回憶與再認的區別為何？為何要採用兩不同方式衡量消費者的記憶，

Larkinoit & Derbaix(2001)即提到未輔助回憶通常被認為是需要兩階段的處理

過程，包含了提取（retrieval）和識別（discrimination），而此兩處理過程是

仰賴於對資訊的近用用力（availability）和接近力（accessibility），令一方

面，再認只仰賴於記憶中資訊的近用力。由此可知，回憶較再認是更為困難的，

若能正確回憶，則再認就不是問題了，而有些學者認為應視消費者於決策過程中

所需的程度來決定應採用回憶或再認，當消費者於購買決策過程中只需再認出產

品即可，則以再認測量即可。 

 

而於贊助效果的相關研究中，採用回憶與再認的目的和廣告效果相同，也是

為了得知閱聽眾暴露於贊助訊息後，是否能回憶與辨認出真正的贊助者，若是閱

聽眾的正確回憶與再認率很低，則此贊助訊息連傳統廣告效果階層的第一階段認

知面都無法達到，更不可能期望進一步影響閱聽眾的態度或意向，而由之前的研

究中可發現透過贊助得確可提高閱聽眾對贊助者的回憶與辨認，且與不同的情況

下，回憶與再認也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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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象移轉 

在過往的贊助研究中多有涉及贊助者形象面的探討（Javalgi,Traylor, 

Gross & Lampman , 1994; Rajaretnam , 1994; Hansen & Scotwin , 1995, Stripp , 

1998; Gwinner and Eaton, 1999），由於贊助者所牽涉的層面為公司形象，但現

今的公司下有多種產品品牌，且由於本研究所探討的是經由贊助，使贊助活動的

形象移轉到品牌形象上的效果，因此此處的品牌形象即為之前研究中的贊助者形

象之意，因此接續就先定義何謂品牌形象。 

 

品牌形象可定義為消費者對一品牌的知覺，此知覺是來自消費者記憶中品牌

連結的反映（Keller, 1993），由此定義顯現出品牌形象是基於連結到消費者有

關此品牌的記憶結構，而Keller認為此品牌連結的發展是來自多種來源，包括

品牌和產品類別、經驗、產品屬性、價格資訊、促銷溝通的定位、包裝、使用者

意像和使用情境。由此理論的觀點，Keller認為品牌連結於一品牌與代言人間

透過推薦的形式，或是與運動活動透過贊助的形式而產生連結時，將會被影響。

此種情形下，之前於消費者記憶中關於代言人或運動活動的既存連結，將會變成

與記憶中代言人或贊助的品牌連結，因此，代言人或活動的形象將轉移到品牌。 

 

 而此就類似於McCracken（1989）所提出的於名人證言情境中的意義移轉模

式，其認為在代言過程是仰賴於名人代言者的符號特性，以意義移轉的觀點就是

這些存在於名人所呈現出的特性，將會自名人移到消費者的物品，而後再從物品

移到消費者的心中。其認為名人代言之所以會有效，部分是仰賴於其將自身的意

義帶進代言過程中，大量而多樣的意義包含於名人身上，因而其認為是名人的意

義使得他們在代言過程中如此有用。 

 

 McCracken（1989）所架構的名人證言的意義移轉模式分為三階段，第一階

段意義開始於名人的戲劇性角色，名人將意義帶入廣告中，而名人能以精準的方

式提供特殊的個性和生活型態意義，此意義是被公眾舞台所創造且經由重複的表

演而存留於消費者的心中。第二階段為即為代言的過程，將意義由名人身上移轉

到產品上，而在廣告中名人與產品間必需要有基本上的相似性，如此消費者才可

能會進行意義移轉的處理，第三階段就是意義由產品移轉到消費者身上，而名人

將有助此移轉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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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本研究中所關注的為第二階段，自名人到產品上的意義移轉，是否能運用

於贊助情境中自活動到品牌上的形象移轉，Gwinner and Eaton（1999）即認為

從品牌形象的應用中，活動贊助和名人代言在兩層面是相似的，第一為消費者可

連結活動和名人於一特殊的意義，名人驅使其意義，是從消費者對於其於各式公

眾活動（如電影、運動、政治等）的知覺，而運動活動的意義驅使是基於活動的

型態、活動的特性（如職業地位、活動現場、活動大小等）、和個別消費者的因

素如個人活動的過往經驗；第二為活動在贊助情境中形象移轉上所扮演的行動角

色，與名人代言情境中名人的角色相同，也就是說，消費者會將名人的意義與其

代言的品牌連結，則消費者也可能會將運動活動的意義與一贊助品牌連結。 

 

 而為了驗證形象移轉效果是否會發生，Gwinner and Eaton（1999）的研究

即驗證當活動和品牌透過贊助而連結時，活動形象是否會移轉到贊助品牌的形

象，此於其研究結果中獲得證實，因而驗證了當贊助連結產生時，活動形象會移

轉到贊助品牌形象上。而Javalgi, Traylor, Gross, and Lampman（1994）也

認為藉由將公司名稱與活動連結，此公司可以分享活動本身的形象，就如同一產

品分享所為其代言的名人的形象一般。 

 

（三）廣告態度、品牌態度與購買意向 

 態度一直為過往研究中所關注的焦點，在贊助研究中，許多學者對態度有不

同的定義，且其常與認知、行為等概念相互混淆，態度可定義為對於一些人、事、

事件的普遍性和永久性的正負面感覺（Petty & Cacciopo, 1981），而Eagly & 

Chaiken（1993）則定義態度為一種心理傾向，以喜愛與不喜愛的程度評價一特

定實體（Madrigal, 2001）。而態度之所以被廣泛重視，是因過往學者都認為態

度是一個相對穩定且持久的可預測行為的因子，通常其可有效預測消費者對產品

或服務的行為（Mitchell & Olson, 1981）。 

 

 在贊助研究中，Stipp（1998）與McDaniel（1999）都曾探討過廣告態度，

但由於學者多持贊助與廣告為兩種不同的行銷工具，因此即使透過贊助廣告的形

式進行贊助效果的測量，也未將廣告態度置入效果面中加以衡量，而本研究由於

將採平面廣告的形式傳達贊助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的訊息，所以將廣告態度置入

贊助效果的變項中。而Lutz & Belch（1986）即定義廣告態度為「在一特定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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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時間下，閱聽眾於一特定廣告刺激下，所傾向反應出喜歡或不喜歡的態度」。 

 

 此外，於贊助研究中多會探討到對贊助者的態度（Sandler & shani , 1992; 

Stripp , 1998; Speed & Thompson , 2000），另外也有研究直接探討品牌態度

（McDaniel, 1999; Levin, Joiner & Cameron, 2001），因此可知，消費者對贊

助者的態度是贊助效果中的基本測量變項，而由於本研究是以贊助品牌與贊助活

動間的一致性為操弄，所以也就直接衡量品牌態度。Ajzen ＆ Fishbein（1980）

即將品牌態度定義為「消費者對特定品牌的持續性偏好或討厭的傾向」，Wilkie

（1986）則將品牌態度定義為消費者對品牌的整體評價，且其認為品牌態度之所

以重要，是因為它時常是型塑消費者行為的基礎（keller, 1998），而此又再度

顯現出態度與行為間的緊密關聯。 

 

由之前關於贊助的定義中可知，許多學者都認為贊助的終極目標就是為了要

提高銷售，因此，於過往相關贊助研究中也曾探討贊助對消費者購買意向的影響

（Pope & Voges, 2000; Speed & Thompson, 2000; Madrigal, 2001, McDaniel, 

1999），且於Speed & Thompson（2000）的研究中也應證了消費者對贊助者的態

度得確對購買傾向有顯著影響。 

 

二、性別效果 

 在過往的贊助研究中，曾發現到性別於贊助效果上的差異，Pham（1992）研

究消費者的涉入對贊助刺激再認的影響時，即發現了性別在再認上的差異，其研

究結果顯示男性對贊助者的再認較女性為佳，而其推論此性別差異的產生是對於

體育活動知識的差距所造成的，因為女性的體育活動知識比男性低，所以對其對

體育活動贊助者的再認也較低。 

 

而McDaniel（1999）在研究產品與活動涉入度一致性高低的影響時，也證

實了性別差異的存在，不論一致性高低，女性都較男性有較好的廣告態度和購買

傾向，其認為這或許是因為女性對社會公益事件會持較正面的態度，而其也認為

這或許顯現出了不同閱聽眾間於廣告記憶結構上是有不同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