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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實驗設計 

由於本研究的目的是要探討活動類型和贊助活動與贊助品牌間一致性高低

對贊助效果的影響，企圖驗證過往學者強調贊助活動與贊助品牌間的一致性對贊

助效果的影響（Otker & Hayes, 1987; Stipp & Schiavone, 1996; Crimmins & 

Horn, 1996; Cornwell & Maignan, 1998; Speed & Thompson, 2000），並延伸

Gwinner and Eaton（1999）研究到贊助情形下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高低對品牌

形象移轉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採用實驗法，控制住其他可能影響贊助效果的因

素，只操弄活動的類型和贊助活動與贊助品牌間的一致性兩因素，以辨明此兩因

素如何影響贊助效果和驗證其中的因果關係。 

 

因此，本研究中的一自變項為活動類型，分為體育活動與慈善活動，而選擇

體育活動是因為運動贊助的歷史由來已久，從文獻上即可發現贊助研究幾乎都是

關於運動贊助，且隨著時間企業願意投入運動贊助的經費更是逐年上升，在近年

來更是蔚為風潮，形成了運動行銷此新領域；而另一活動類型選擇慈善活動的原

因是學者認為贊助與廣告一極大不同點是消費者感覺到的善意（goodwill），商

業贊助作為一種行銷傳播的方式，被認為是有益於社會的（Meenaghan），因此在

各式活動類型中，本研究選擇了善意最高的慈善活動，以使活動類型間除了本質

上的不同外，於消費者所知覺到的善意也具明顯差異，以使活動類型有所區隔。 

 

而本研究的另一個自變項為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所採用的為

Gwinner & Eaton（1999）研究中的功能基礎一致性，分為功能基礎一致性高低

兩層級，因此實驗設計分為四組（表4-1）。而本研究欲討論的贊助效果共有五

個面向，分別是贊助訊息的記憶、品牌形象移轉、贊助廣告態度、贊助品牌態度、

購買意願，共五個依變項。另外，由於本研究的一致性操弄和形象移轉測量形容

詞的挑選都需從前測得之，以利後續正式實驗中訊息和量表的設計，因此本研究

的前段將有5次前測，之後才進行正式實驗施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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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1 實驗架構 

活動類型 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 組別 

一致性高 1 
體育活動 

一致性低 2 

一致性高 3 
慈善活動 

一致性低 4 

 

第二節  操弄組合的選擇與測量工具之建構 

 由於本研究需選出贊助活動與贊助品牌間一致性高低的操弄配對和各活動

的活動形象形容詞，因此共進行了四次的前測，四此前測的樣本各為獨立樣本。

以下將分述各次前測的目的與結果。此外，由於本研究為避免品牌知名度的干

擾，將使用虛擬品牌，因此在前測時所進行的一致性操弄組合選擇，是根據活動

與產品間的功能基礎一致性。 

 

一、活動選擇 

第一次前測的目的是為了找出受測者熟悉的體育活動與慈善活動，以利於之

後贊助活動與產品間一致性與否的判斷，及對於適合活動形象形容詞的判斷。由

於體育活動的類型多樣，未免開放式問題的答案過於繁雜，研究者先就國內歷年

來曾舉辦過大型賽事的體育活動中選取五項球類活動，此五活動的篩選條件是參

考Gwinner(1997)認為會影響活動形象的因素，除了活動類型外，令一關鍵因素

為活動特性，此包含有活動大小、職業/業餘活動、活動的傳統/歷史、活動收益

和推廣等，針對上述特性，研究者搜尋了國內體育賽事的相關報導，選取了具歷

史性、規模大型且有轉播的體育活動為瓊斯盃籃球賽、亞洲花式撞球賽、中華民

國高爾夫球公開賽，而選擇世界盃棒球賽和世界女排大獎賽是因為兩賽事都有在

國內進行比賽。因此第一次的前測就讓受測者評量對五個體育活動的熟悉程度，

以及以開放式問卷的方式要受測者填寫其熟悉的慈善活動。 

 

前測的樣本為修息公關策略與企劃的學生，共28人，男生9人，女生19

人。以Likert七點量表測量體育活動的熟悉度，前測所得結果請見表4-2。而

受測者所寫出其熟悉的慈善活動的排列為：飢餓三十（9人）、捐發票救植物人

（6人）、愛心麵包（3人）、喜憨兒（2人）、勵馨娃娃（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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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前測一各體育活動熟悉度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體育活動 平均數 標準差 

世界盃棒球賽 4.34 2.10 

瓊斯盃籃球賽 4.16 2.00 

亞洲花式撞球賽 3.20 1.98 

世界女排大獎賽 2.25 1.64 

中華民國高爾夫球公開賽 1.64 1.06 

 

二、體育活動下的一致性組合挑選 

前測二的目的在於找出贊助活動與產品間一致性高低的組合，如前所述本研

究一致性的基礎是以Gwinner & Eaton（1999）所定義的功能基礎相似，所以採

用其於研究中衡量功能基礎相似性的三個題項，而為避免受測者的混淆，且反向

題僅是正向題的反問，並無概念上的不同，因此剔除了反向題，只選取兩正向題

進行檢驗，題項為「選手可能在活動進行時使用產品」和「當在看活動時，時常

看見產品出現」兩題。 

 

根據前測一的結果，將受測者熟悉的前三名運動－世界盃棒球賽、瓊斯盃籃

球賽、亞洲花式撞球賽，與三種體育活動進行中會使用到的相關產品－運動飲

料、運動鞋、太陽眼鏡進行功能基礎一致性高低的檢驗。 

 

此次前測的樣本為政治大學大一歷史課的學生，共56位，女生30人，男生

26人。於前測結果中可發現運動飲料、球鞋和太陽眼鏡與此三活動配對的平均

數中都有展現出一致性高低的差異（見表4-3），但是太陽眼鏡與三活動間的一

致性同意度都未達中點（4），可見太陽眼鏡與此三活動間未有明顯的一致性關

係，因此太陽眼鏡這項產品將不列入考慮，而進一步檢定運動飲料和球鞋這兩產

品與此三活動間的一致性高低是否有達顯著差異，由於是同一產品與三活動間的

差異比較，因此採重複量測進行分析（見表4-4），結果顯示運動飲料和球鞋此

兩產品與三活動間都達顯著差異。 

 

 

 

 

 



 37

  表4-3 各體育活動與產品間一致性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體育活動 產品配對方案 平均數 標準差 

瓊斯盃籃球賽 4.88 1.65 

世界盃棒球賽 4.64 1.53 

亞洲花式撞球賽 

運動飲料 

3.34 1.41 

瓊斯盃籃球賽 6.51 .84 

世界盃棒球賽 5.91 1.35 

亞洲花式撞球賽 

球鞋 

3.27 1.56 

瓊斯盃籃球賽 1.68 .95 

世界盃棒球賽 3.20 2.06 

亞洲花式撞球賽 

太陽眼鏡 

1.88 1.15 

  

 表4-4 前測二之產品與活動間一致性的重複量測分析 

 運動飲料 球鞋 

受測者內 F值 顯著性 F值 顯著性 

活動類別 30.351 .000*** 111.259 .000*** 

註：*p<.05   **p<.01   ***p<.001 

 

 

由於兩產品與此三活動間都達顯著差異，因此，更進一步進行對比檢定，以

找出產品與活動間一致性差異最大的組合，以利後續實驗操弄的進行，先就運動

飲料與三活動的兩兩配對（見表4-5），結果顯示出運動飲料與三活動中的的任

兩個活動配對都具顯著差異，且可看出亞洲花式撞球賽與其他兩體育活動配對的

顯著性較高。而球鞋與三活動中的兩兩配對情況也都達顯著（見表4-6） 

 

表 4-5 運動飲料組內不同體育活動的對比檢定 

 F值 顯著性 

瓊斯盃籃球賽-----世界盃棒球賽 4.613 .036* 

瓊斯盃籃球賽-----亞洲花式撞球賽 33.104 .000*** 

世界盃棒球賽-----亞洲花式撞球賽 32.340 .000*** 

註：*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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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球鞋組內不同體育活動對比檢定 

 F值 顯著性 

瓊斯盃籃球賽-----世界盃棒球賽 15.588 .000*** 

瓊斯盃籃球賽-----亞洲花式撞球賽 181.769 .000*** 

世界盃棒球賽-----亞洲花式撞球賽 87.680 .000*** 

註：*p<.05   **p<.01   ***p<.001 

 

由以上結果可清楚顯現出，同一產品與三個不同體育活動間的一致性，球鞋

和運動飲料此兩產品都有達顯著差異。但由於為求能與慈善活動所選用的產品盡

量相同，因此捨棄球鞋產品，決採用運動飲料，而在飲料組內不同體育活動的配

對都達顯著的情形下，先捨棄一致性差異顯著度較低的組（運動飲料與瓊斯盃籃

球賽和世界盃棒球賽的配對），另外考量到世界盃棒球賽為世界性的比賽，其贊

助者為不知名品牌的可能性極低，而本實驗欲採用虛擬品牌，將容易引起受試者

的懷疑或反感，所以捨棄世界盃棒球賽為活動操弄。因此，體育活動中贊助活動

與產品間一致性高的操弄為運動飲料贊助「瓊斯盃籃球賽」；而贊助活動與產品

間一致性低的操弄為運動飲料贊助「亞洲花式撞球賽」。 

 

三、慈善活動下一致性組合的挑選與體育活動形容詞的篩選 

第三次前測分為兩部分，第一部份為慈善活動中贊助活動與產品間一致性高

低的檢驗；第二部分則為欲操弄之體育活動形象形容詞的衡量。此次前測的第一

部份仍依據第一次前測的結果，選擇受測者熟悉度最高的「飢餓三十」與「捐發

票救植物人」兩活動與產品配對。在選擇產品時則參考了過往飢餓三十活動的贊

助者，曾贊助過此活動的產品為礦泉水、果汁、粥等，由於研究者試圖想使兩不

同活動類型下的產品相同，因此選擇了運動飲料，而另兩種產品則選擇了礦泉水

與餅乾，將此三種產品與「飢餓三十」、「捐發票救植物人」兩活動進行一致性檢

驗。而一致性的量表則同樣採用了Gwinner & Eaton（1999）研究中的兩正向題

項進行測量。另外，在此次前測中加入了活動熟系度的問項，試圖驗證受測者對

不同活動的熟悉度是否有差異。 

 

此次前測樣本共計52人，男生24人，女生28人。研究結果顯示運動飲料

和礦泉水兩產品與活動間的一致性與預期相同（見表4-7），皆是與飢餓三十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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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間的一致性較高，而餅乾與兩活動間的一致性高低卻是反向，這應該是因為飢

餓三十活動的立意就是要人們體驗飢餓，於活動中應盡量不要進食，因而使得受

測者填答時造成反向的一致性；再進一步比較各組一致性的平均數時，可發現運

動飲料和餅乾此兩產品與活動配對的一致性皆低於中點（4），顯示此兩產品與活

動間的一致性皆不高，而更進一步以T檢定檢驗三產品於兩活動間一致性的差異

時（見表4-8），結果僅有礦泉水於兩活動間一致性差異達到顯著（t = 4.394，

p<.001），運動飲料與餅乾此兩產品與活動間一致性的差異皆未達顯著。 

 

表4-7 慈善活動與產品間一致性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體育活動 產品配對方案 平均數 標準差 

飢餓三十 運動飲料 3.34 1.31 

捐發票救植物人  2.89 1.35 

飢餓三十 礦泉水 5.13 1.55 

捐發票救植物人  4.12 1.72 

飢餓三十 餅乾 3.13 1.67 

捐發票救植物人  3.45 1.56 

 

表4-8 前測三產品與活動間一致性的相依樣本t檢定結果 

產品項 運動飲料 礦泉水 餅乾 

 t值 顯著性 t值 顯著性 t值 顯著性 

 1.889 .065 4.397 .000*** -1.387 .172 

註：*p<.05   **p<.01   ***p<.001 

 

因此，正式實驗時，慈善活動類型下贊助活動與產品間一致性高的操弄為礦

泉水贊助「飢餓三十」活動；而贊助活動與產品間一致性低的操弄為礦泉水贊助

「捐發票救植物人活動」。 

 

而在活動熟悉度的檢測上，體育活動類型下的瓊斯盃藍球賽與亞洲花式撞球

賽的熟悉度平均值各為4.33（S=2.06）與4.02（S=2.02）；慈善活動類型下的飢

餓三十與捐發票救植物人的熟悉度平均值則各為4.12（S=1.42）與4.54

（S=1.72），進一步比較其差異（見表4-9）可發現體育活動下兩活動的熟悉度

並無差異（t = 1.289，p>.05）；而慈善活動類型下的兩活動熟悉度也無差異（t 

= -1.698，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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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 不同活動類型下活動熟悉度的相依樣本t檢定 

活動類型 體育活動 慈善活動 

 t值 顯著性 t值 顯著性 

 1.289 .203 -1.698 .096 

 

第三次前測的第二部分是要找出適合形容瓊斯盃籃球賽與亞洲花式撞球賽

的形容詞，以便之後形象移轉的測量，而本研究關於形象移轉的衡量是參照

Gwinner & Eaton（1999）以品牌個性為衡量形象移轉的基準。Aaker（1997）將

品牌個性定義為一品牌所連結到的人格特性集合，而之所以可用品牌個性來測量

形象的移轉是因品牌個性為品牌形象的一部份，品牌形象的屬性中包含了使用者

與使用形象屬性，而此即可產生品牌個性屬性，且Gwinner & Eaton（1999）認

為使用者和使用形象都可與活動贊助情境連結，而Plummer（1985）也認為品牌

形象的其中一個組成分子就是品牌本身的個性或人格，一品牌可用個性化特徵來

描述如年輕的、豐富的和紳士的，而品牌個性屬性可能也反映出品牌所引發的情

緒或感受（Keller, 1993）。 

 

因此關於形容詞的收集是來自Aaker（1997）、DeSarbo & Harshman（1985）、

Gwinner & Eaton（1999）、陳俐琦（1998）等人關於品牌個性的相關研究，共整

理出126個形容詞（見附件），由於126個形容詞實在太多，無法給受測者一一

評量，又怕依據Gwinner & Eaton（1999）研究者自行評量的方式有所偏誤，因

此研究者請了熟悉瓊斯盃籃球賽與亞洲花式撞球賽活動的五個人，請他們從這

126個形容詞中勾選出其認為最適合形容此兩活動的形容詞，且為避免形容詞有

不足之處，也徵詢其是否認為有其他適合的形容詞，而研究者再就此五人的選擇

中找出同意度最高的25個形容詞給受測者檢驗，瓊斯盃籃球賽和亞洲花式撞球

賽各選出了25個形容詞（請見表4-10）。 

 

前測結果顯示瓊斯盃籃球賽的25個形容詞中適合度最高的前10個依序為競

賽的、有益健康的、動態的、公開的、團體的、活力的、精力充沛的、年輕的、

合作的、迅速的。另外，亞洲花式撞球賽的25個形容詞中適合度最高的前十個

則依序為謹慎的、專心的、策略的、專業技術的、精確的、競賽的、公開的、思

考的、戰略的、安全的。（詳見表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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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 體育活動形容詞的平均數與標準差排序表 

瓊斯盃籃球賽 平均值 標準差 亞洲花式撞球賽 平均值 標準差 

競賽的 6.31 .96 謹慎的 6.04 1.07 

有益健康 6.29 .75 專心的 6.02 1.11 

動態的 6.15 1.00 策略性的 6.00 1.01 

公開的 6.06 1.00 精確的 5.98 1.11 

團體的 5.88 1.10 專業技術的 5.98 1.17 

活力的 5.71 1.24 競賽的 5.96 1.17 

精力充沛 5.54 1.29 公開的 5.92 1.12 

年輕的 5.50 1.29 思考的 5.90 1.22 

合作的 5.38 1.30 戰略性的 5.87 1.24 

迅速的 5.25 1.33 安全的 5.81 1.31 

激烈的 5.21 1.49 正式的 5.77 1.41 

有趣的 5.19 1.37 榮耀的 5.33 1.25 

刺激的 5.19 1.41 個人的 5.33 1.68 

積極的 5.19 1.47 機敏的 5.23 1.49 

國際化的 5.13 1.61 興奮的 5.23 1.41 

專業技術 5.08 1.22 靜態的 5.19 1.37 

熱情的 5.08 1.49 有趣的 5.19 1.39 

令人興奮 4.94 1.59 年輕的 5.10 1.30 

正式的 4.85 1.60 有魅力的 5.08 1.52 

愉快的 4.79 1.23 慢的 5.06 1.71 

大眾化的 4.65 1.45 成功的 5.02 1.54 

領導的 4.52 1.21 刺激的 4.98 1.70 

狂野的 4.33 1.73 大眾化 4.85 1.58 

歷史的 4.00 1.57 優雅的 4.83 1.50 

冒險犯難 3.54 1.60 平靜的 4.77 1.62 

 

四、慈善活動形容詞的篩選 

此次前測是為了找出適合形容飢餓三十與捐發票救植物人兩活動的形容

詞，與前測三的方法相同，先請5位熟悉此兩活動的人評量所蒐集到的126個形

容詞，由於在此兩活動中五人一致同意的都不到25個，因此就挑選了同意度最

高的20個（詳見表4-11），以此施行前測。由於本次前測的問卷題項僅一頁，

因此採方便樣本的方式，由研究者在校園內的定點尋找願意受測的人，此次前測

樣本共32人，其中男15人，女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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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顯示飢餓三十的20個形容詞中適合度最高的前10個依序為國際化

的、受好評的、助人的、有愛心的、榮耀的、誠摯的、熱情的、真實的、信任的、

真誠的。而捐發票救植物人活動的20個形容詞中適合度最高的前10個則依序為

助人的、仁慈的、有愛心的、愉悅的、溫暖的、誠摯的、真誠的、慷慨的、感性

的、受好評的。（詳見表4-11）。 

 

表4-11 慈善活動形容詞的平均數與標準差排序表 

飢餓三十 平均數 標準差 捐發票救植物人 平均數 標準差 

國際化的 6.16 0.92 助人的 5.84 0.85 

受好評的 5.59 1.10 仁慈的 5.50 1.19 

助人的 5.38 1.28 有愛心的 5.47 1.04 

有愛心的 5.13 1.23 愉悅的 5.38 1.18 

榮耀的 5.09 1.20 溫暖的 5.34 1.23 

誠摯的 5.06 1.13 誠摯的 5.25 1.24 

熱情的 5.06 1.18 真誠的 5.15 1.29 

真實的 5.03 1.28 慷慨的 5.09 1.65 

信任的 5.03 1.14 感性的 5.06 1.16 

真誠的 5.00 1.31 受好評的 5.03 1.25 

明亮的 4.94 1.41 明亮的 4.97 1.53 

感性的 4.94 1.24 榮耀的 4.97 1.37 

仁慈的 4.90 1.39 熱情的 4.93 1.43 

溫暖的 4.87 1.33 信任的 4.90 1.30 

慷慨的 4.71 1.48 體貼的 4.87 1.60 

愉悅的 4.53 1.60 真實的 4.81 1.46 

體貼的 4.53 1.50 平靜的 4.78 1.51 

可靠的 4.50 1.13 可靠的 4.72 1.50 

神聖的 4.43 1.50 神聖的 4.68 1.63 

平靜的 4.37 1.51 嚴肅的 4.56 1.29 

 

五、正式的實驗操弄架構 

經由前測二和前測三的結果，發現並無法使兩不同的活動類型使用同一種產

品作為一致性高低的操弄，只能分別以同屬飲料品目下不同品類的運動飲料和礦

泉水作為個別的實驗操弄，為了降低兩不同產品可能造成的影響，因此在正式實

驗中將放入產品涉入度作為共變項，而經由前測後所形成的正式的實驗操弄架構

如下表（請見表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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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 實驗操弄架構 

活動類型 
贊助活動與產品 

間的一致性 
活動名稱 產品 組別 

高 瓊斯盃籃球賽 1 
體育活動 

低 亞洲花式撞球賽 
運動飲料 

2 

高 飢餓三十 3 
慈善活動 

低 捐發票救植物人 
礦泉水 

4 

 

 

第三節  訊息設計 

 本研究的兩自變項為活動類型和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皆為操弄變項，所

以廣告稿的設計就是依據前測所得到的結果，共有四種不同的活動與產品組合，

而本研究欲以平面廣告的形式進行操弄，因此研究者參閱了各纇雜誌中的贊助廣

告和相關活動的海報，設計出四張符合本研究的廣告稿。 

 

廣告稿的版面編排上，在圖稿的中央偏左側為活動的圖像，而為避免名人效

應，因此於體育活動的圖像中刻意使用非名人圖像。且為避免廣告設計的不同造

成影響，四張廣告稿的贊助資訊和活動資訊的排版皆相同，產品圖像和活動圖像

的排版也相同，四張廣告稿中的贊助資訊都有兩種，其一是位於圖稿的右側以「某

品牌邀你一起為某活動加油」和「某品牌邀你一起加入某活動」的形式，無法使

用完全相同字句的原因是為了配合活動類型的不同，另外一個是位於圖稿最下方

且四張圖稿完全相同的「某品牌全力贊助某活動」，以此贊助資訊達到活動與品

牌間一致性的操弄，而此贊助資訊的使用方式都是過往贊助廣告中常用的字句。 

 

 由於依變項的其中一項為形象移轉，為避免知名品牌會有天花板效應，無法

看出形象移轉的效果，且既存品牌必定具相當的知曉度和品牌態度，為免形成干

擾，因此廣告稿中的品牌皆不使用既存品牌，而採用虛擬品牌，分別為勁力運動

飲料和自然礦泉水。 

 

為了確定廣告稿有達到一致性的操弄，進行了廣告稿的前測，研究者招募了

方便樣本17位，其中，男9人，女8人。此次前測的方式是給同一人看上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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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圖稿後填答問卷，而為避免廣告順序產生影響，圖稿的順序是依次輪替。一致

性的量表除了採用之前前測所使用的Gwinner & Eaton（1999）的兩題項外，研

究者再新增了三題以更一步確定操弄的效果，新增的三個題項為產品與活動很容

易連結在一起、產品與活動兩者間的相關程度很高、產品與活動非常契合，此問

項的設計是參考Speed & Thompson（2000）探討贊助活動與贊助者間適合度對

贊助效果的影響時所測量的問項。 

 

另外由於擔心研究者自行設計的廣告稿與真實贊助廣告有所差異，而未能引

發受測者相關基模進行資訊處理，因此也請受試者評量此四張廣告稿近似於真實

贊助廣告的程度，以Likert七點尺度測量。 

 

 前測結果先檢測一致性量表的信度檢測，經檢驗這個量表的五個項目之間的

信度在第一組為α= .91，第二組為α= .86，第三和第四組皆為α= .82，皆達到

了令人滿意的水準（詳見表4-13）。並且也同時進行了因素分析，而此四組都是

只萃取出一個因素。 

 

表4-13：前測四組中一致性量表的信度檢驗 

組別 活動與產品組合 前測Cronbach α 

1 運動飲料和瓊斯盃籃球賽 α= .91 

2 運動飲料和亞洲花式撞球賽 α= .86 

3 礦泉水和飢餓三十活動 α= .82 

4 礦泉水和捐發票救植物人活動 α= .82 

 

而由前測結果發現（見表4-14），受測者於運動飲料與瓊斯盃籃球賽間的一

致性同意度高於運動飲料與亞洲花式撞球賽；而礦泉水與飢餓三十活動間的一致

性同意度也高於礦泉水與捐發票救植物人，再進一步將上述產品與活動的一致性

關係作相依樣本t檢定，結果皆為顯著，符合操弄要求。（表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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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前測廣告稿中活動與產品間一致性高低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活動類型 活動與產品組合 平均數 標準差 

運動飲料和瓊斯盃籃球賽 5.97 .24 
體育活動 

運動飲料和亞洲花式撞球賽 3.71 .26 

礦泉水和飢餓三十活動 3.85 .26 
慈善活動 

礦泉水和捐發票救植物人活動 2.63 .20 

 

表4-15 前測廣告稿中活動與產品間一致性的t檢定 

活動類別 體育活動 慈善活動 

 t值 顯著性 t值 顯著性 

 6.179 .000*** 3.087 .007** 

註：*p<.05   **p<.01   ***p<.001 

 

前測廣告稿近似真實廣告稿程度的結果顯示（請見表4-16），四張廣告稿近

似程度的平均數都在4左右，且一致性高的廣告稿的近似程度都較一致性低的廣

告稿高，而其標準差都在1.4以內。為了確定此4張廣告稿的近似程度是無差異

的，進一步以相依樣本t檢定確定兩兩間的關係，結果顯示個別廣告稿間的近似

程度都未達顯著差異，符合預期目的（詳見表4-17）。 

 

表 4-16 前測廣告稿近似程度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組別 活動與產品組合 平均數 標準差 

1 運動飲料和瓊斯盃籃球賽 4.76 1.39 

2 運動飲料和亞洲花式撞球賽 4.06 1.25 

3 礦泉水和飢餓三十活動 4.59 1.18 

4 礦泉水和捐發票救植物人活動 3.88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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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7 各組廣告稿近似程度的相依樣本t檢定 

組別 t值 顯著性 

1組與2組 2.01 .062 

1組與3組 .46 .645 

1組與4組 1.74 .101 

2組與3組 -1.49 .155 

2組與4組 .387 .704 

3組與4組 1.59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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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正式實驗 

一、實驗步驟 

由於本實驗設計共有四個組別，為求各組別最低限度20人，總共所需之受

測者為80人以上，因而需施測兩次，並控制兩次施測的程序是相同的。依據四

個不同組別，共有四張不同的廣告搞，及四份依據操弄不同而內容些許不同的問

卷，廣告稿置於不透明的檔案夾中，使受測者無法看到廣告內容，而為避免實驗

之廣告稿與問卷不小心放置錯誤，且為求檢查容易和實驗過後能迅速分辨四組不

同之問卷，將廣告夾的右下角以英文代碼標出四個不同組別，且為了避免受測者

發現，字體僅約0.5平方公分大小；問卷的右下角也以同樣方式標記。放置廣告

稿的檔案夾分為藍色和黃色兩種顏色，男生給予藍色檔案夾，女生給予黃色檔案

夾，藍色和黃色的檔案夾數量相同。 

 

 由於本研究是測量立即回憶，為避免受測者只看單一實驗廣告稿後的回憶效

果無法反映出操弄刺激，因此在實驗廣告稿前後各放置一張填充廣告稿，四個組

別的填充廣告稿都是相同的，且三張廣告稿的順序也都是一樣。而為求每位受測

者所受的實驗刺激是隨機分配的，廣告夾的順序為四組依序輪替，每四個是一輪

次。正式實驗的進行步驟如下： 

1. 本研究是採團體同時施測的方式，由研究者依便利取樣的方式，先徵詢授課

教師的同意，於下課前20分鐘到課堂進行施測，共選取2個班級，班級內每

位同學隨機分配到四組實驗刺激中的一組，並於發放問卷後，請同學聽完研

究說明後再同時開始翻閱廣告稿進行作答。 

2. 分發完問卷後，研究者進行研究說明：「請你依平常觀看廣告稿的速度觀看，

看完後將問卷抽出，並闔上廣告夾，於填寫的過程中請不要再翻閱廣告夾，

且請依問項依序填寫，不要跳答」。整個實驗進行過程費時約18分鐘。 

 

二、實驗對象 

 由於正式實驗前的前測都在國立政治大學進行，為避免樣本重複的可能性，

以及台北大學並無傳播相關系所，將無樣本對廣告傳播相關研究過於熟悉的干

擾，所以正式施測時是以國立台北大學的學生為受試樣本，兩此施測分別為為企

業管理系所開之企業概論課程和共同必修之軍訓課兩堂課的學生，共計10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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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填答不全和無效樣本共得92份樣本，其中男性54位（佔全體58.7%）；女

性38位（佔全體的41.3%）。（詳見表4-18） 

 

表4-18 正式實驗時各組別人數 

性別 活動類別 贊助活動與品牌間

一致性 男 女 

總和 

高 12 10 22 體育 

低 14 9 23 

高 13 10 23 慈善 

低 15 9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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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變項定義與測量 

一、自變項 

1. 活動類型：活動類型分為體育活動與慈善活動兩類型 

2. 贊助活動與贊助品牌間的一致性 

本研究的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是採用Gwinner & Eaton（1999）研究

中所定義的功能基礎相似，功能基礎相似的概念相同於直接形式的產品相關性，

即為贊助品牌產品是否為贊助活動中的人員會使用到的產品。因此於前測中使用

Gwinner & Eaton（1999）研究中量表的兩題項找出與兩活動類型具一致性的產

品，藉由活動與產品的配對組合操弄一致性的高低。而為了檢驗一致性的操弄，

問卷中除放入了前測所使用的兩問項外，並參考了Speed & Thompson（2000）

探討贊助活動與贊助者間適合度對贊助效果的影響時所測量的問項，設計出三題

項：產品與活動很容易連結在一起、產品與活動兩者間的相關程度很高、產品與

活動非常契合，與Gwinner & Eaton（1999）的兩題項合成5個題項，於正式實

驗進行時檢測一致性關係的操弄。 

 

二、共變項 

由於本研究無法於兩活動類型下使用同一種產品進行活動與產品間一致性

的操弄，因而將受測者對兩產品的涉入度作為控制變項，以降低變異性，本研究

使用Zaichkowsky（1985）所建構的產品涉入量表共20題。（請參閱附件的問卷） 

 

三、依變項 

1. 形象移轉 

形象移轉是指透過贊助將活動與產品連結後，活動形象移轉到品牌形象的效

果。本研究是依據Gwinner & Eaton（1999）所採行的測量方式，依據前測結果

選出10個最適合贊助活動的形容詞，於問卷的一開始先請受試者評量用此10個

形容詞來形容贊助品牌的適合度，以Likert七點尺度進行測量；之後於問卷的

最後再請受試者評量用用此10個形容詞來形容此特定活動的適合度，為避免受

試者猜出施測的目的，在評量贊助品牌時多加了5個混淆的形容詞，並且評量品

牌的15個形容詞的排列順序與之後評量活動的10個形容詞的排列順序不同。品

牌移轉效果的檢驗是計算出評量活動與評量品牌間形容詞適合度的差異，是以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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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值得方式計算，將此10個形容詞的差異加總，形成一指標，此指標的數值越

小，就代表形象移轉的效果越好。 

 

2. 贊助訊息回憶 

指受試者對廣告內容中有關贊助資訊的未提示回憶。回憶的測量方式參考

Mista & Beatty（1990）研究名人代言者與品牌間一致性時對記憶的測量方式，

其是採用回憶的方式，請受試者自行回憶出相關內容，針對資訊項目的正確回憶

數給分，因此本研究也同樣請受試者自行回憶，能正確寫出廣告內出現過的敘述

句的即給予1分，寫對一半的給予0.5分，無法寫出相關資訊的不給分。 

 

3. 廣告態度 

廣告態度要測量的為受試者對受測廣告的整體感覺，本研究採用Madden, 

Allen & Twible（1988）量表中的令人喜歡的、令人愉悅的、有趣的、好的，和

Holbrook & Batra（1987）的正面的此五個項目形成廣告態度量表，以Likert

七點量表進行測量。 

 

4. 品牌態度 

品牌態度要測量的是受試者對受測品牌的整體評價，本研究採用Mitchell & 

Olson（1987）的量表包含好的、喜歡的、愉悅的、高品質的和Holbrook & Batra

（1987）的正面的此五個項目形成品牌態度量表，以Likert七點量表進行測量。 

 

5. 購買意願 

受試者對刺激品牌產品的購買意圖，本研究採用Zhang（1996）所使用的購

買意圖量表，包含三個項目：我想購買此產品、我大概會買此產品、我可能會買

此產品，以Likert七點量表進行測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