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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信度檢驗 

一、一致性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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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表中兩正向題項（活動參與者可能在某活動進行時使用產品/當看到某活動

時，時常看見產品出現），再加入研究者自行設計的三題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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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五個項目，以Likert七點尺度進行測量。經信度檢驗後，其alpha值為0.92。 

 

二、廣告態度量表 

 本研究所採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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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點尺度進行測量。經信度檢驗後，其alpha

值為0.85。 

 

三、品牌態度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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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品牌態度的量

表，以Likert七點尺度進行測量。經信度檢驗後，其alpha值為0.89。 

 

四、購買意願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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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點尺度進

行測量。經信度檢驗後，其alpha值為0.92。 

 

 關於上述各量表，研究者除信度檢驗外，也同時進行了因素分析，以確定

各量表的題項所衡量的為同一概念，結果整理如下表（見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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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各量表的因素負荷值與信度 

量表 題項 因素負荷值 Cronbach α 

一致性量表 活動參與者於活動進行時會使用產品 .784 .92 

 看活動時常看見產品出現 .910  

 產品與活動很容易連結 .900  

 產品與活動相關程度高 .920  

 產品與活動非常契合 .907  

廣告態度量表 好的 .768 .85 

 正面的 .664  

 有趣的 .741  

 令人喜歡的 .928  

 令人愉悅的 .871  

品牌態度量表 好的 .826 .89 

 正面的 .803  

 高品質的 .830  

 喜歡的 .875  

 愉悅的 .872  

購買意願量表 可能會購買此產品 .925 .92 

 大概會購買此產品 .937  

 想要購買此產品 .923  

 

第二節  自變項操弄檢定 

本研究所操弄的自變項為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是依據前測時受測

者對活動與產品配對的同意度選出在兩種活動類型下，一致性高、低的組合，

為確定正式實驗時有達到操弄的目的，因而進行了自變項操弄的檢定；且由於

本研究企圖探討性別對贊助效果的影響，所以再進行一致性的操弄檢定時，也

需確定性別於一致性上並無差異。 

 

一致性操弄檢定的結果顯示出，於體育活動中，受試者對一致性高之組的

同意度平均值為 5.35（S=1.28），而一致性低之組的同意度平均值則只有 2.75

（S=1.11），且不論性別，都是一致性高之組的同意度高於一致性低之組；在慈

善活動中，也呈現同樣的趨勢，受試者對一致性高之組的同意度平均值為4.30 

（S=1.29），而一致性低之組的同意度只有2.94（S=1.06），且也是不論性別，

都是一致性高之組的同意度高於一致性低之組（詳見表5-2）。而經t檢定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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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不論是體育活動（t=7.24 p<.001）或慈善活動（t=3.49 p≦.001），一致性

高低皆達顯著差異，顯示在兩種不同活動類型下，活動與產品間的一致性皆操

弄成功（見表5-3）。 

 

  表5-2 活動與產品間一致性的平均值與標準差 

 男 女 合計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體育活動       

    一致性高 5.50 1.49 5.18 1.03 5.35 1.28 

    一致性低 2.48 1.22 3.15 .81 2.75 1.11 

慈善活動       

    一致性高 3.93 1.43 4.78 1.60 4.30 1.29 

    一致性低 3.12 1.12 2.64 .95 2.94 1.06 

 

表5-3 兩活動類型下一致性的T檢定 

 t值 顯著性 

體育活動   

    一致性高低比較 7.24 .000*** 

慈善活動   

    一致性高低比較 3.49 .001** 

註：*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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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假設驗證 

一、兩自變項的主效果衡量 

根據研究架構，將活動類型和贊助活動與產品間的一致性作為自變項，去

分析此兩者對贊助效果所包含的「贊助訊息回憶」、「形象移轉」、「廣告態度」、

「品牌態度」、「購買意願」五個依變項的影響，先將假設相關的各組的平均數

與標準差整例如下表（表5-4），並將各變項的多變量分析結果整理如表（表5-5） 

 

表5-4 各組的依變項之描述統計結果 

 贊助資訊回

憶 

形象移轉 廣告態度 品牌態度 購買意願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體育活動 .52 

（.67） 

15.27 

（9.36） 

3.93 

（1.02） 

3.82 

（1.05） 

3.45 

（1.45） 

慈善活動 42 

（.54） 

16.00 

（12.02） 

3.79 

（1.08） 

3.51 

（1.17） 

3.18 

（1.30） 

      

一致性高 .60 

（.65） 

16.82 

（9.65） 

3.96 

（1.11） 

3.77 

（1.25） 

3.40 

（1.50） 

一致性低 .35 

（.11） 

14.51 

（9.65） 

3.75 

（.99） 

3.55 

（.97） 

3.21 

（1.29） 

      

體育活動      

  一致性高 .65 

（.72） 

13.90 

（7.84） 

4.50 

（.88） 

4.27 

（.98） 

3.90 

（1.59） 

  一致性低 .41 

（.61） 

16.52 

（10.62） 

3.39 

（.85） 

3.38 

（.94） 

2.98 

（1.16） 

      

慈善活動      

  一致性高 .56 

（.58） 

19.60 

（14.21） 

3.46 

（1.09） 

3.29 

（1.30） 

2.91 

（1.26） 

  一致性低 .29 

（.46） 

12.54 

（8.37） 

4.11 

（.99） 

3.71 

（1.00） 

3.4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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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多變量分析結果 

 依變項 自由度 平均 

平方和 

F檢定 顯著性 

共變項      

產品涉入 贊助訊息回憶 

形象移轉 

廣告態度 

品牌態度 

購買意願 

1 

1 

1 

1 

1 

81.617E-02 

4.33 

.82 

.10 

1.56 

.04 

.03 

.88 

.09 

.87 

.83 

.84 

.35 

.76 

.35 

自變項      

  活動類型（A） 贊助訊息回憶 

形象移轉 

廣告態度 

品牌態度 

購買意願 

1 

1 

1 

1 

1 

.211 

16.37 

.57 

2.36 

1.61 

.57 

.14 

.61 

2.03 

.89 

.45 

.70 

.43 

.15 

.34 

  一致性（C） 贊助訊息回憶 

形象移轉 

廣告態度 

品牌態度 

購買意願 

1 

1 

1 

1 

1 

1.39 

109.26 

1.12 

1.22 

.76 

3.80 

.96 

1.19 

1.05 

.42 

.05* 

.32 

.27 

.30 

.51 

  A*C 贊助訊息回憶 

形象移轉 

廣告態度 

品牌態度 

購買意願 

1 

1 

1 

1 

1 

2.25E-02 

529.38 

14.52 

8.64 

9.14 

.06 

4.68 

15.55 

7.45 

5.08 

.80 

.03* 

.000*** 

.008** 

.02* 

註：*p<.05   **p<.01   ***p<.001 

 

 由多變量分析結果中可發現，兩變項的主效果僅在一致性對贊助訊息回憶

上有達顯著，其餘皆未達顯著。反而是兩變項的交互效果在形象移轉、廣告態

度、品牌態度、購買意願上皆達到了顯著，接續將據此結果進行假設驗證。 



 56

 根據文獻所推衍出的研究假設中，假設 1是主張慈善活動的贊助效果會優

於體育活動的贊助效果，從表5-6中可看出活動類型的主效果在5個依變項上

皆未顯著，也就是慈善活動與體育活動於贊助效果上並無顯著差異，且由平均

數可看出，贊助訊息回憶（M=.52 > M=.42）、形象移轉（M=15.27 < M=16.00）、

廣告態度（M=3.93 > M=3.79）品牌態度（M=3.82 > M=3.51）、購買意願（M=3.45 

> M=3.18），都是體育活動類型下的效果略優於慈善活動的贊助效果，因此，此

研究結果並未證實慈善活動的贊助效果會優於體育活動的贊助效果，所以，研

究假設1不成立。 

 

表5-6 活動類型對各依變項的主效果 

 品牌回憶 形象移轉 廣告態度 品牌態度 購買意願 

F值 .57 .14 .61 2.03 .89 

顯著性 .45 .70 .43 .15 .34 

 

 

 關於活動類型與一致性對贊助訊息回憶的影響上，研究者的推論是活動類

型並不會影響到贊助訊息回憶，僅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會影響到贊助訊

息回憶，所以假設 2是主張於兩活動類型下，受測者皆是在一致性高時的回憶

較一致性低時佳，研究結果顯示出兩自變項間的交互效果得確不顯著（F=.05，

p>.05），而於一致性此自變項的主效果上卻為顯著的（F=3.80，p≦.05），進一

步比較兩活動類型下，一致性高低組的回憶平均數可發現，體育活動中，贊助

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高時的品牌回憶大於一致性低時（M=.65 > M=.41），而慈

善活動中也是贊助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高時的品牌回憶大於一致性低時（M=.56 

> M=.29），因此，此研究結果顯示出，不論是體育活動或慈善活動，贊助活動

與品牌間一致性高時的贊助訊息回憶都優於一致性低時，所以，研究假設 2成

立（見圖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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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不同活動類型下，一致性高低組的品牌回憶度 

 

 接著看活動類型與一致性對形象移轉的影響，在此研究者也是推論形象移

轉並未受活動類型的影響，因此研究假設 3是主張兩活動類型下，受測者於贊

助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高時的形象移轉會強於一致性低。但從表 5-5的多變量

分析結果中可發現到一致性的主效果並不顯著（F=.96，p>.05），反而是「活動

類型」與「贊助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對「形象移轉」的交互作用為顯著的

（F=4.68，P<.05）。此研究結果顯示出活動類型與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

兩變項間有交互效果，因此更進一步分析此交互作用的趨勢（見表5-7），由於

形象移轉值是採相同形容詞於活動和品牌上適合度的差異，因此值越小代表移

轉效果越好，而由研究結果發現到體育活動類型下，贊助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

高時形象移轉較一致性低時佳（M=13.90 < M=16.52），但此差異並未達顯著

（t=-.95，p>.05）；而慈善活動類型下，則是贊助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高時形

象移轉較一致性低時差（M=19.60 > M=12.54），且此差異達到顯著水準（t = 

2.06，p < .05）。 

 

表5-7 不同活動類型，一致性高低的「形象移轉」t檢定結果 

 t值 顯著性 

體育活動 -.95 .173 

慈善活動 2.06 .023* 

註：*p<.05（單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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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究結果顯示出，在體育活動類型下，與研究假設相同為贊助活動與品

牌間一致性高時的形象移轉較一致性低時佳，但此影響並未達顯著，而在慈善

活動類型下，則是與研究假設相反，發現到贊助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低時形象

移轉效果顯著佳於一致性高時（見圖5-2）。所以，研究假設3不成立，贊助活

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對形象移轉的影響會因活動類型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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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２  不同活動類型下，一致性高低組的形象移轉 

註: 值越小代表移轉效果越好 

 

再來便是要看活動類型與贊助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對「廣告態度」的影響，

在此部份，由於缺乏足夠的研究證據可提出方向性的假設，所以研究者提出研

究問題 4主張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高低對廣告態度的影響，是否會因活

動類型而有所不同。從表5-5的多變量分析結果中可發現到「活動類型」與「贊

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對「廣告態度」的交互作用為顯著的（F=15.59，

P<.001）。顯示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對廣告態度的影響會因活動類型而有

同，因此，進一步分析此交互作用的趨勢（見表5-8），可發現在體育活動類型

下，受測者於贊助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高時的廣告態度較一致性低時佳（M=4.50 

> M=3.39），且此差異達顯著水準（t = 4.26，p<.001）；而在慈善活動類型下，

則是受測者於贊助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高時的廣告態度較一致性低時差

（M=3.46 < M=4.11），且此差異也達顯著水準（t = -2.11，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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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8 不同活動類型，一致性高低的「廣告態度」t檢定結果 

 t值 顯著性 

體育活動 4.26 .000*** 

慈善活動 -2.11 .04* 

註：*p<.05  **p<.01  ***p<.001 

 

所以，研究問題 4所試圖探討的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對廣告態度的

影響是否會因活動類型而有所不同，在此得到了證實，於體育活動類型下，研

究結果顯示出受測者於一致性高時的廣告態度顯著優於一致性低，於慈善活動

類型下，研究結果則顯現出一致性高時的廣告態度顯著差較一致性低時，因此，

研究問題4成立。（見圖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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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3  不同活動類型下，一致性高低組的廣告態度 

 

接著為活動類型與贊助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對「品牌態度」的影響，此與

研究問題 4相同，研究者企圖探討不同活動類型下，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

性對品牌態度的影響是否有所不同，因此研究問題 5是主張贊助活動與品牌間

的一致性對品牌態度的影響是否會因活動類型而有所不同。表 5-5的多變量分

析結果中可發現到「活動類型」與「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對「品牌態

度」的交互作用為顯著的（F=8.64，P<.01），表示不同活動類型下，贊助活動

與品牌間的一致性對品牌態度的影響得確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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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進一步分析此交互作用的趨勢（見表5-9），發現到在體育活動類型下，

受測者於贊助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高時的品牌態度較一致性低時佳（M = 4.27 > 

M=3.38），且此差異達顯著水準（t = 3.09，p<.01）；而在慈善活動類型下，則

是受測者於贊助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高時的品牌態度略差於一致性低時

（M=3.29 < M=3.71），但此差異並未達顯著水準（t = -1.24，p >.05）。此結

果顯現出，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對品牌態度的影響上，於體育活動類型

下較慈善活動類型下為強，於慈善活動類型下，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對

於品牌態度的影響並不顯著。 

 

表5-9 不同活動類型，一致性高低的「品牌態度」t檢定結果 

 t值 顯著性 

體育活動 3.09 .003** 

慈善活動 -1.24 .221 

註：**p<.01 

 

所以，研究問題五所企圖探討的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對品牌態度的

影響是否會因活動類型而有所不同，得確得到了證實，因此研究假設 5成立。

而此交互作用的結果顯示出，不同活動類型下，一致性高低對品牌態度的影響

有呈相反方向的趨勢，體育活動類型下，贊助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高時的品牌

態度顯著優於一致性低時，而於慈善活動類型下，則是顯現出贊助活動與品牌

間一致性低時的品牌態度優於一致性高時的趨勢，而此影響並未達顯著，也顯

示出體育活動下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對品牌態度的差異較慈善活動為顯

著。（見圖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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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  不同活動類型下，一致性高低組的品牌態度 

 

最後為活動類型與一致性對「購買意願」的影響，本研究對此的推論是源

於態度面的推論，因此與研究問題4與研究問題5相同，也是要企圖探討贊助

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和活動類型對購買意願的影響是否有差異。所以研究問

題 6主張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對購買意願的影響是否會因活動類型而有

所不同。從表 5-5的多變量分析結果中可發現「活動類型」與「贊助活動與品

牌間的一致性」對「購買意願」的交互作用為顯著的（F=5.08，P<.05）。因此

再度證實了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對購買意願的影響，的確會因活動類型

而有所不同。 

 

進一步分析此交互作用的趨勢（見表 5-10），發現在體育活動類型下，受

測者於贊助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高時的購買意願較一致性低時高（M = 3.90 > 

M=2.98），且此差異達顯著水準（t = 2.22，p<.01）；而在慈善活動類型下，則

是受測者於一致性高時的購買意願略低於一致性低時（M=2.91 < M=3.44），但

此差異並未達顯著水準（t = -1.41，p >.05）。 

 

表5-10 不同活動類型，一致性高低的「購買意願」t檢定結果 

 t值 顯著性 

體育活動 2.22 .031* 

慈善活動 -1.24 .165 

註：*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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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研究問題 6所企圖探討的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對購買意願的

影響是否會因活動類型而有所不同，也得到了證實，因此研究假設 6成立。而

此交互作用的結果顯示出，不同活動類型下，一致性高低對品牌態度的影響也

是呈相反方向的趨勢（見圖5.4），體育活動類型下，贊助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

高時的購買意願顯著高於一致性低時，但於慈善活動類型下，則是顯現出贊助

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低時的購買意願略高於一致性低時的趨勢，此影響並未達

顯著，顯現出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對購買意願的影響於體育活動類型為

顯著，但於慈善活動類型下並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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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  不同活動類型下，一致性高低組的購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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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別於贊助效果的差異 

依據過往研究形成之推論，研究者企圖驗證於性別於贊助效果上是否有差

異，因此研究問題7是主張性別於贊助效果是有差異的，而根據t檢定的結果

（見表5-11）可發現到性別在五個依變項上的影響都未達顯著差異，而從趨勢

上可知在廣告態度（M=3.92 > M=3.80）、品牌態度（M=3.77 > M=3.57）、購買

意願（M=3.53 > M=3.14）上都是女性略高於男性，而贊助訊息回憶（M=.54 > 

M=.36）、形象移轉（M=15.25 < M=16.18）則是男性略優於女性。而由於研究結

果中性別在個變項上都為未達顯著差異，因此研究問題7不成立。 

  

表5-11 性別於各依變項上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男 女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贊助訊息回憶 .54 .58 .36 .63 

形象移轉 15.25 10.99 16.18 10.51 

廣告態度 3.80 1.09 3.92 0.99 

品牌態度 3.57 1.16 3.77 1.05 

購買意願 3.14 1.52 3.53 1.11 

 

表 5-12性別對各依變項的t檢定 

 t值 顯著性 

品牌回憶 1.38 .16 

形象移轉 -.40 .68 

廣告態度 -.61 .53 

品牌態度 -.84 .39 

購買意願 -1.4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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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討論 

第一節 主要研究發現與討論 

一、活動類型對贊助效果的影響 

 從研究結果中可發現，兩不同的活動類型，體育活動和慈善活動下的贊助效

果並無顯著差異，且由平均數的差異發現在形象移轉、廣告態度、品牌態度、購

買意願上，反都顯現出體育贊助效果略優於慈善贊助效果的趨勢，此研究結果並

不符合Meenaghan（2001）的推論，其認為消費者感受到的慈善活動的善意應高

於其他活動，且此善意會影響消費者的情感連結和行為意圖，因此，慈善贊助的

效果應優於其他活動。而本研究並未證明出此推論的可能原因為，研究者是以平

面廣告的形式傳達贊助的訊息，由於廣告本身的商業目的明顯，而慈善活動本身

強烈的善意特質與廣告搭配時，反而使得消費者對於慈善贊助中的贊助品牌的動

機有所質疑，使得本來消費者對贊助是有益於社會的善意感受，卻因此反而被貶

低了，使得消費者反而未對慈善贊助有較好的反應。 

 

二、活動類型與贊助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對贊助效果的影響 

（一）品牌回憶 

 由研究結果可發現到，活動類型和贊助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只有在品牌回憶

上沒有產生交互作用的影響，而是於兩活動類型下都呈現相同的結果，都為贊助

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高時的品牌回憶較優於一致性低時，此研究結果證實了贊助

訊息回憶並不受活動類型的影響，都為贊助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高時較低時回憶

佳，且與過去一致性訊息記憶較好的研究相同（Lingle, 1979; Hastie,1981; 

Cohen, 1981; Misra and Beatty, 1990; Schmidt & Hitchon, 1999 ），也符合

Johar & Pham（1999）研究贊助者與活動間相關程度對贊助者再認的研究結果。 

 

且此研究結果證實了一致性的訊息得確可能因符合個人既存基模，而較容易

被注意，進而被快速的製碼，有利之後的回溯和提取，且也證實了過濾模式的存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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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被忽

略，在進入製碼階段前，即因與基模不一致而被過濾掉，從而根本無法回溯訊息。

所以，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對贊助訊息回憶的顯著影響，顯現出了贊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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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與品牌間一致性高時較一致性低時，贊助訊息回憶較好的結果，符合基模理論

中一致性記憶較好的推論。 

  

（二）形象移轉、廣告態度、品牌態度、購買意向的交互作用 

 由研究結果可發現到，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對形象移轉、廣告態度、

品牌態度、購買意向的影響都會因活動類型而有所不同。首先，從研究結果中可

發現到，形象移轉效果並非獨立與消費者評價之外，過往研究多有探討形象評

價，僅Gwinner and Eaton（1999）是鎖定在形象移轉效果，但由於其並未探討

其他變項，因此無法由其的研究得知形象移轉與其他態度變項的關係，而於本研

究結果中變項間的趨勢關係可發現到，形象移轉效果可能是於消費者已對此一致

性的關係作出評價後才接續進行的，因此消費者評價的會影響形象移轉效果，使

得形象移轉效果才會與廣告態度與品牌態度等呈現相同的走向趨勢。 

 

 而贊助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和活動類型對此依變項的交互效果，都呈現出了

一樣的趨勢，即在體育活動類型下，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對形象移轉、廣

告態度、品牌態度、購買意願為正向的影響，一致性越高，此四個依變項的效果

就越好；而慈善活動類性下則為相反的趨勢，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對形象

移轉、廣告態度、品牌態度、購買意願為反向的影響，一致性越高，此四個依變

項的效果反而越差，為何兩個活動類型下，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會呈現出

全然相反的趨勢，以下將接續討論。 

 

 於體育活動類型下，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對形象移轉的影響並未達顯

著，但是仍與Gwinner and Eaton（1999）的研究呈現相同的趨勢，都是贊助活

動與品牌間一致性高時，形象移轉效果較好，顯示出當贊助活動與品牌間具高度

一致性時，此活動基模與產品基模因此一致性而產生連結，進而促使意義的流

轉，使得活動形象易於移轉到品牌形象上，但當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為低度一致性

時，活動基模與產品基模間不易產生連結，因此將無法促進意義的流轉，使得活

動形象不易移轉到品牌形象上。而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對廣告態度、品牌

態度、購買意願的正向影響，也與過往在代言人廣告研究結果相同（Kamins,1990; 

Misra and Beatty,1990; Kamins & Gupta,1994），且也進一步驗證了McDan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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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研究贊助廣告中活動與品牌於涉入上的一致性對品牌態度與購買意願上

的未驗證出的正向影響。 

 

此研究結果顯示當訊息符合人們既存基模的預期時，也就是當贊助活動與品

牌間一致性高時，人們會快速的吸收此訊息，且因引發正向的情感，而形成較好

的評價，且此評價會影響到行為意向，使得人們的行為意向也較高；而當訊息不

符合人們既存基模的預期時，即當贊助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低時，因不符預期而

引發人們較負向的情感而造成較低的評價，且此評價也影響到行為傾向，使得行

為傾向也較低。此外，若以平衡理論解釋之，當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高時，

使活動與品牌間連結為正向的，而當消費者對活動的評價也為正向時，人們傾向

維持平衡的狀態，使得消費者對此虛擬品牌的評價也為正向的；但當贊助活動與

品牌間的一致性低時，活動與品牌間的連結將為負向關係，而當消費者對活動持

正向評價時，消費者傾向將品牌評價為負向，以求能維持平衡穩定的心理狀態。

所以，於體育活動類型下，研究結果驗證出基模理論、平衡理論和過往研究所推

論出的贊助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的正向影響。 

 

 但是於慈善活動類型下，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對評價都為反向關係，

雖然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只在形象移轉與廣告態度上產生顯著的反向影

響，而於品牌態度和購買意向上都只顯現出此反向的趨勢，可是卻已明確顯現出

與體育活動類型下的趨勢完全不同。若回到操弄檢定中，贊助活動與品牌間一致

性的差異時可發現到，於體育活動類型下，一致性高之組的平均數為5.35，而

一致性低之組的平均數為2.75；而於慈善活動類型下，一致性高之組的平均數

為4.30，一致性低之組的平均數為2.94，可發現到體育活動下一致性高低組的

差異較大，但於慈善活動類型下一致性高低差異較為接近，而Manler（1982）

在討論到基模一致性的影響時，曾提出中度不一致的效果會優於一致時，因為中

度不一致會引發有趣的感覺，且中度不一致被順利解決時會引發更大的正向情

感，因此，於體育活動類型下，可能為一致與不一致的比較，但是於慈善活動類

型下，則可能是形成了一致與中度不一致的比較，由於中度不一致引發的情感較

一致強，造成了更為正向評價，使得於慈善活動類型下未如體育活動顯現出一致

性的正向影響，反而顯現出中度不一致較一致佳的反向影響。 



 67

 除了上述基模理論上的可能解釋外，研究者再引入了其他的理論，提供另一

個可能的解釋取向、在公益行銷的相關研究討論中，Varadarajan & Menon（1988）

在討論到企業慈善（corporate philanthropy）中的公益行銷時，認為公益行銷

可能會引起消費者的負面評價，因為此並非單純的慈善行為，而是附帶了策略銷

售意含，另外實務界人士也曾提及到當企業與活動或議題間關係太緊密時，消費

者可能會懷疑公司進行此公益行銷的動機，會認為企業並不是為了負擔起社會責

任，或是真心想從事慈善行為，而是純粹的自利動機，進而引起消費者對企業的

反感（Benezra, 1996; Drumwright, 1996）。Barone, Miyazaki, Taylor（2000）

於研究中則發現到慈善議題並不一定能引發消費者的正向反應，而其認為這可能

是視消費者如何知覺公益行銷背後的動機，此外，於相關研究調查中也顯示出，

僅兩成的消費者在評價公益行銷活動時，認為企業施行公益行銷的動機是好的

（report: 1997），Mohr ,Webb & Harris（2001）的研究中也同樣顯示出僅少數

的人認為企業施行公益行銷動機是利他主義的，大多數人都認為企業的動機是混

合著自利與利他。 

  

而上述所討論到對於公益行銷目的的懷疑，可視為一種對行銷傳播策略的直

覺，Wright（1986）曾提出schemer schema，認為消費者經由學習或是經驗對

於行銷手法會有一直覺反應機制，因此，某些時候消費者會意識到行銷者對其所

用的手法，其舉例如當零售店掛出大減價時，有時消費者會詮釋此為商店刻意的

競爭策略，但其並未明確解釋此機制何時或如何被啟動，而此類似於Friestad & 

Wright（1994）所提出的說服知識模式，其認為消費者會發展相關的說服知識以

應付生活中的說服事件（如說服傳播活動、廣告、銷售人員等），而說服知識包

含對了對行銷者的動機、策略和手法的信念、說服手法的效果和適合度的信念、

說服效果的心理中介變項和對付說服企圖的方法等。接續的學者Campbell & 

Kirmani（2000）則探討了何時消費者會運用他們的說服知識來推論行銷者的行

為，其驗證出有兩因素會影響消費者推論說服的動機，分別為隱藏動機的可接近

性和消費者的認知能力，當說服情境使得隱藏動機易於接近或消費者的資源未被

限制時，說服知識會被用於推論一隱藏的說服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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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於Speed & Thompson（2000）的研究曾發現到贊助者與活動間的契

合度與活動層級間（如國內、國際級活動）的交互作用和贊助者的誠摯度是成負

相關，顯現出當贊助者與高層級活動間的高度契合會成為不誠摯的贊助，

Campbell & Kirmani（2000）的研究中探討隱藏動機的可接近性和消費者的認知

能力對銷售人員誠摯度的影響，顯示出當隱藏動機的可接近性高時，得確會使消

費者對銷售人員的誠摯度評價較低，而由於本研究操弄的兩個慈善活動的形容詞

中都有「誠摯的」這個形容詞，因此研究者試圖比較受測者對礦泉水品牌贊助兩

一致性高低不同的慈善活動下的誠摯評價是否有差異，而結果顯現出贊助活動與

品牌間一致性低時的誠摯評價較一致性高時佳（M=4.75 > 4.00），此或可間接證

明上述推論發生的可能性。 

 

因此將上述的相關論述推論到企業贊助慈善活動時，形成此研究結果的可能

推論為企業贊助慈善活動時，會與企業施行公益行銷有相同的難處，即消費者本

就可能存有企業贊助慈善活動的動機並非出自真誠的想要為善，而是同時有其他

可能的銷售或形象提昇的動機的信念，因此，當贊助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高時，

由於產品於活動中會被使用，使得企業有圖利自己的產品，贊助此活動還可於增

進自己的銷售之嫌，使得贊助者隱藏的自利動機變得易於接近，消費者認為企業

的隱藏動機是以贊助慈善活動的善意，來提高自己在消費者心中的形象，進而說

服消費者購買其產品而增加銷售額，因而對此贊助品牌的評價就更為負向，購買

意圖也雖之降低，而當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低時，由於消費者無法將產品

與活動連結，使贊助者隱藏的自利動機反而較不易接近，消費者對企業贊助慈善

活動動機反傾向善意，願意相信企業是出自利他的動機贊助此慈善活動，使得對

贊助品牌的評價因贊助所傳達的善意反而較佳，而購買意圖也較高。 

 

 所以，於慈善活動類型下產生於體育活動不同的反向趨勢的另一可能解釋

為，於贊助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高時，對於贊助品牌的動機推論所引發的負面情

感強過與既存基模一致的正面情感，使得消費者對贊助廣告態度、品牌態度都較

低，形象移轉效果也較差，購買意圖也低；而當贊助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低時，

對於贊助動機的推論導向正向的情感，而形成正面的評價，導致消費者對於贊助

廣告態度、品牌態度都較高，形象移轉效果好，購買意向也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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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上述的可能解釋似乎有其合理性，但因本研究並未測量其他的相關變

項，例如消費者的認知反應、對贊助意圖的推論等，因此仍需後續研究的努力，

才能確認此推論的真確性，且需進一步地確定是否是慈善活動本身在消費者心中

情感的特殊性，加上本研究是以功能基礎的一致性，產品會於活動中使用的高度

關聯性造成消費者引發說服知識推論的產生。 

 

（三）性別差異 

 於研究結果中可發現到，性別並未如過往研究者般影響到贊助效果，性別在

各變項上都未達顯著差異，因此，或可證明出性別並非會影響贊助效果的因素，

這可能是因為性別於活動上的知識不再如過往般有顯著差別，且性別並不會影響

到其對贊助的認知、態度和購買意願。 

 

（四）小結 

 儘管相關的基模理論和平衡理論的研究基礎並未能完全解釋研究結果的現

象，而研究者融入相關研究的觀點，企圖為此研究結果提出可能解釋，不管此推

論是否正確，本研究驗證出了在體育活動類性下，贊助活動與品牌間功能性一致

的顯著正向效果，並發現了慈善活動類性下一致性高低可能造成的負向趨勢。  

 

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採行的是實驗法，控制了其他可能干擾的變項，為求可得知活動類型

與贊助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對贊助效果的影響，雖然與實驗前有特別說明，請受

測者以平常閱讀廣告的形式處理此訊息，但仍與真實情境有所差異，且由於受測

者為都為大學生，因此於外在效度上有其不足與缺失之處，造成研究的外推性不

足，仍需後續更多相關的實證研究以支持本研究的結果。 

 

此外，由於受制於活動類型的選擇，因此在兩活動類型下所搭配的產品無法

使其為同一產品，雖然力圖以產品涉入作為共變項以降低可能的影響變異，但是

仍無法完全排除產品的不同所可能造成的相關影響，因此仍為此研究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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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於活動類型上僅選擇了體育活動與慈善活動，且在贊助活動與品牌間一致

性的基礎也僅採用了功能基礎的相關，是研究本身偏陝之處，而功能性一致於慈

善活動上的適用性也值得商榷。此外，由於本研究的廣告圖稿未經過消費者的情

感反應檢測，因此，慈善活動類型下的反向趨勢，也可能是一致性高之組的圖稿

本身引發了受測者的負面感受，而形成了此研究結果；再者，研究中雖是使用了

虛擬品牌，但關於虛擬的品牌名稱也未經過檢測，確定為中性名詞，因而在受測

者進行形象移轉評價時，可能也受到了此虛擬品牌名稱的影響而造成了偏差，以

上都為研究進行時考慮不週之處，因此可能引發了未控制到的干擾影響。  

 

第三節  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所發現到的當慈善活動類型下，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對贊助效

果的負向影響，將是後續研究可持續研究的面向，尤其是本研究未能解釋的部分

更是後續研究可加以澄清和證實的，除了推論上的進一步證實外，於研究方法上

應更為嚴謹的控制以求釐清真實的效果影響。此外，本研究結果是否只存於慈善

活動類型，還是其他涉及人文、社會公益的活動都可能呈現出此負向的影響，也

是可進一步探討的，而除了活動類型的拓廣外，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尚有

形象上的相似，而是否於形象上的一致也會於本研究的研究結果相同，也是後續

研究可繼續探討的。 

 

再者，由於本研究只專注於活動類型和贊助活動與品牌間的一致性對贊助效

果的影響，後續研究還可加入活動涉入度、活動知識、對活動的認同感等變項，

已求能更深入的了解於此架構下，其他變項對贊助效果的不同影響。且由於本研

究是以平面廣告的形式，也有研究是以電視廣告、專欄報導、現場廣告等不同媒

介形式與以研究，因此，其他媒介形式是否會造成不同的效果也是後續研究可深

入的，而本研究的研究結果提供了未來研究可繼續努力的初始基礎。 

 

第四節  實務參考 

本研究的研究結果除了獲知了消費者對贊助活動與品牌間一致性的反應

外，也可提供企業進行贊助時的決策參考。由研究結果可知，企業若欲贊助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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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活動時，應選擇與自己產品功能高度一致的活動，也就是若產品能於活動中為

選手使用是最佳的情況，如此一來，當消費者接觸到贊助訊息後，會提高對品牌

的回憶、品牌態度、購買意願等；企業若是選擇了與產品功能低度一致的活動，

則反會降低消費者的產品品牌的回憶、態度與購買意願，使得此贊助恐無法發揮

預期的效果，甚而帶來反效果。 

 

但若是企業欲贊助一慈善活動時，有可能需採取與體育活動般不同的決策方

向，企業或許應避免選擇與自己產品功能一致的活動，以免挑起消費者的反感，

認為贊助者是利用消費者的同情謀取自己的利益，而使得消費者反而了貶低贊助

者的形象、態度和購買意願。 

 

此外，由於本研究所使用的是虛擬品牌，而從研究結果可知，消費者似乎並

不會因為不熟悉贊助品牌，而無法將活動形象移轉到品牌形象上，因此，雖然過

往於實務上都認為企業欲實行贊助時，應是選擇已在成熟期的品牌，也就是贊助

應是已具知名度的品牌所選擇的行銷手法，但於研究結果可發現，或許一新品牌

也可選擇運用贊助與活動形象連結，透過形象移轉而快速的建立新的品牌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