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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代言人的理論基礎代言人的理論基礎代言人的理論基礎代言人的理論基礎 

代言策略早已是許多企業用來維護企業或品牌形象的老招數。而多數企業願意砸大錢

在代言人策略，乃是因為企業認為藉此策略可以將企業或品牌形象與代言人的特質形成一

個連結，像是吸引力、喜愛度與可信度等特質，而企業亦相信這些特質會透過一種模式轉

移到企業或品牌形象上，並產生令人滿意的結果(Erdogan, 1999)。也因此許多學者對於這

樣的轉移模式有許多注意，Erdogan 認為主要可以分成四個理論模式： 

 

一、來源可信度模式(Source Credibility Model) 

二、來源吸引力模式(Source Attractiveness Model) 

三、產品合適假設(Product Match- Up Hypothesis) 

四、意義傳達模式(Meaning Transfer Model) 

以下針對此四種不同理論探討代言人效果的理論基礎。 

一一一一、、、、來源可信度模式來源可信度模式來源可信度模式來源可信度模式(Source Credibility Model)：：：： 

來源可信度模式認為代言人的專業度(expertise)與可靠度(trustworthiness)會影響訊息

的有效程度(Hovland, Janis and Kelly, 1953)。Erdogan(1999)將專業度定義為傳遞者被認知為

一個有信服力之消息來源的程度。雖然傳遞者的知識、經驗、以及技巧可能是其專業度的

指標，但專業度的高低主要還是依據接受者對傳遞者的專業度認知。 

 

而可靠度指的是代言人的誠實度(honesty)、正直感(integrity)、與可信度(believability)，

但指的也是接收者對代言人在此三項指標上的認知(Erdogan, 1999)。不過，有些學者對於

可靠度認為有不盡相同的因素，像是 Shimp(1997)認為是信任感(dependable)而不是正直

感、Ohanian(1990)覺得還有傳播者的誠懇度(sincerity)、而 Desphande and Stayman(1994)則

認為可靠度與代言人的道德感(ethis)有關，對於可靠度的所包含的因素，而至今很多學者

都尚在試圖找出可靠度比較重要的解釋因素。儘管如此，來源可信度模式依舊提供代言策

略一個理論發展的方向。 

 

二二二二、、、、來源吸引力模式來源吸引力模式來源吸引力模式來源吸引力模式(Source Attractiveness Model) 

吸引力(Attractiveness)被認為是消息來源一種有說服力的因素。在某些情境之下發現，

有吸引力的模特兒是較有效的溝通者(Chew and Kim, 1994)。來源吸引力模式即認為接收者

對代言人的相似(similarity)、熟悉(familiarity)以及喜愛(liking)會影響訊息的有效性(McGuire, 

1985)。其中相似指的是來源與接收者之間有假想上的類似；熟悉指的是來源所透露的知識

是接收者瞭解的程度；喜愛則是接收者對來源外貌或行為所產生的情感反應。 

 

一直以來有許多關於吸引力的研究，如 Petty and Cacioppo(1980)操作代言人吸引力來

測試 ELM(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理論時發現，在低涉入情況之下，代言人的吸引力

對於說服有很大的效果。而 Petty, Cacioppo, and Schumann(1983)又發現在低涉入情形，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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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吸引力的代言人可以提高消費者對品牌的回憶。Kahle and Homer(1985)也發現消費者會

比較喜歡有吸引力的代言人所代言的產品。可見亞里斯多德的名言「美貌勝過任何言詞的美貌勝過任何言詞的美貌勝過任何言詞的美貌勝過任何言詞的

推薦推薦推薦推薦(Beauty is a greater recommendation than any letter of introduction.)」置於此真的是

再適合不過。 

 

三三三三、、、、產品合適假設產品合適假設產品合適假設產品合適假設(Product Match- Up Hypothesis) 

產品合適假設認為有效的廣告中代言人形象與產品訊息要是一致的(Forkan, 1980; 

Kamins, 1989)。而品牌與代言人合適的關鍵因素在於代言人形象與品牌(特質)的符合(fit)程

度(Misra and Beatty, 1990)。相關研究結果發現藉由與產品有高度合適性的代言人來廣告產

品會有較好的效果(Erdogan, 1999)。一直以來，產品合適假設的重點多置於產品與代言人

外表吸引力的合適程度，尤其是該產品的功能是強化個人外表時，有吸引力的代言人會更

有效果(Kahle and Homer 1985; Kamins 1990)。 

 

然而，由於產品合適假設無法解釋代言人策略重要因素，且現實生活中，無法針對某

個特定產品與代言人進行各個面向的確認與測量，也就不可能確認產品與代言人之間的合

適程度。況且產品合適假設與前兩個模式有相互重疊之處，像是吸引力的面向，導致難以

釐清之間的關係，因此產品合適假設仍舊存在許多問題。 

 

四四四四、、、、意義傳達模式意義傳達模式意義傳達模式意義傳達模式(Meaning Transfer Model) 

名人會將自身的符號意義帶入代言過程中，而其自身所隱含的文化意義也隨之傳遞到

產品上(Erdogan, 1999)。以台灣啤酒為例，邀請歌手伍佰與阿妹當代言人，除了「尚青」

的訊息之外，台啤也因此感染了伍佰的台客文化與阿妹的本土精神。McCracken(1989)認為

其實這樣的轉換過程涉及了三個階段：代言人形象的組成、代言人與產品的意義轉換、以

及最後意義從產品轉到消費者（如圖 2.1.1）。 

 

 

 

 

 

 

圖2.1.1：意義轉移過程                           資料來源：McCracken 1989 

上述的意義轉移過程是需要許多參與者的協助，方能成功的將意義從代言人轉移至消

費者，而廣告即是此過程一個不可或缺的參與者之一(McCracken, 1989)，能將意義從文化

轉移到產品、再轉移到消費者身上，再透過消費者對意義的認同而引發消費產品的行為。 

 

五五五五：：：：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綜觀上述代言策略的理論背景，本研究認為針對的企業自行創造的角色代言人，乃是

無中生有的一個自創角色，當然不具備一般名人擁有的專業度與可靠度，也沒有任何與產

品相關的特質、或者是文化上的意義，固然不能運用來源可信度模式、產品合適假設、與

目的,外貌

背景,角色 

…… 

 

代言人 

 

產品 

 

消費者 

 

階段 1：文化 階段 2：代言 階段 3：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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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傳達模式來看待角色代言人的運作，因此唯有來源吸引力模式適合用來探討本研究所

關注的議題。此外，本研究針對的是角色代言人可愛造形對消費者之影響，因此欲將重點

置於可愛造形的外貌，意即來源吸引力模式中代言人吸引力的因素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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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可愛角色代言人可愛角色代言人可愛角色代言人可愛角色代言人 

一一一一、、、、角色代言人角色代言人角色代言人角色代言人 

（（（（一一一一）、）、）、）、角色代言人定義與特質角色代言人定義與特質角色代言人定義與特質角色代言人定義與特質 

在現今的行銷溝通環境中，角色代言人(spokes-character)是廣告主一項重要的行銷工

具，但是對於角色代言人的定義，卻仍缺乏一致性的論述(Callcott and Lee, 1995)。Dunn and 

Barban 認為角色代言人是一種任何能與產品產生聯想的符號(symbol)；此外，Norris 也指

出角色代言人是一個能與商品產生聯想的人物(character)，像是米其林寶寶即令人聯想到輪

胎。因此能與商品或服務產生一定聯想程度的人或物，便可以稱之為角色代言人。 

 

然而，上述定義無法明確切割出角色代言人的樣貌，因為能與產品或服務產生聯結的

人或物，可能包含一般商標(trade mark)，像是勾勾可以讓消費者強烈聯想到耐吉球鞋。因

此有些學者便對角色代言人做更精確的定義，Barbara(1996)認為角色代言人是一個用來推

廣商品、服務、或想法的動畫人或物(animated being or animated object)。加入動畫特質是因

為所謂「角色代言人物」(spokes-character)中的「人物」這個字(character)就意涵著能具體

活動的人或物。雖然說任何不具動畫特質的企業商標也能與商品或服務產生聯想，但本研

究中探討的角色仍是著重於為具備生命力的人物或動物。 

 

雖然動畫特質能夠區分角色人物與企業商標之不同，但仍舊無法將角色人物與名人代

言區分。因此有學者以真實與虛構來區分角色人物，Callcott and Phillips (1996)將角色代言

人定義為一個賦予銷售商品或服務的虛構人物。虛構人物與真實人物的差異在於真人代言

價值是基於可信度(credibility)，而虛構人物的價值是基於與商品之間的連結關係(Barbara, 

1996)，因此更應該區分虛實之間的不同，才不至於將角色代言人與名人(celebrity)代言混為

一談。本研究的範疇僅鎖定虛構人物，而不會探討名人代言。 

 

根據以上論述，本研究認為角色代言人是一個能與產品、服務或想法產生聯想、具有

動畫特質、以及賦予推廣任務的虛構人或物。 

 

（（（（二二二二）、）、）、）、角色代言人類型角色代言人類型角色代言人類型角色代言人類型 

關於角色代言人的類型，有許多不同分類的形式。Callcott and Lee(1995) 提出四個變

數(AMOP)作為角色代言人的分類架構（如表 2.2.1）。其中以角色外型(Appearance)將角色

人物分為虛構人類與非人類，非人類又細分為動物、奇幻角色、與產品擬人(product 

personalization)。目前市面上的角色人物無論是何種外型都受到相當程度的的歡迎，像是零

食品類的乖乖（虛構人類）、7-11 的 open 小將（動物），台灣人壽的阿龍（奇幻角色）、

或是米其林寶寶（產品擬人）（圖 2.2.1）都受到消費大眾的喜愛，可見單是角色人物的外

型並非影響消費者喜愛的主要因素。 

 

表2.2.1：角色代言人分類架構表 

變數變數變數變數 種類種類種類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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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構人類虛構人類虛構人類虛構人類 非人類非人類非人類非人類 

外貌外貌外貌外貌 
演員 

漫畫 

動物 

奇幻 

產品擬人 

廣告廣告廣告廣告 非廣告非廣告非廣告非廣告 
來源來源來源來源 

非知名 知名 

資料來源：Callcott and Lee 1995 

 

 

圖 2.2.1：米其林寶寶 

此外，Callcott and Lee(1995)依角色來源(origin)區分角色人物為知名角色與非知名角色

(如表 2.1.1)。知名角色指的是非專為廣告而設計的角色代言人、可視為角色明星，其來自

於電影、漫畫或電視節目中受歡迎的角色，在消費者心中已建立一定的形象與知名度，像

是 Hello Kitty、Snoopy、Mickey Mouse 等。而非知名角色(non-celebrity)也就是企業專為廣

告而設計的角色代言人，可能是來自於企業商標(trademark)，例如乖乖的角色人物便是來

自於企業商標的一部份，或是自行設計的角色人物，例如可口可樂的 Qoo（圖 2.2.2）與

Mister Donut 的波堤獅（圖 2.2.3）皆是。 

                     

  圖 2.2.2：可口可樂 Qoo          圖 2.2.3：波堤獅 

許多企業常運用既有的知名角色來代言商品、服務、或是活動，像 7-11 便利商店頻繁

的運用 Hello Kitty，從磁鐵、胸章、到公仔，樣樣少不了 Hello Kitty 的蹤跡。然而，知名

角色人物並非企業專屬，除了需支付龐大的授權費用外，還需承擔其他競爭者或是與其他

企業共同使用的風險，因此許多企業自行開創專屬於企業的非知名角色人物。 

 

（（（（三三三三））））角色代角色代角色代角色代言人的目標消費族群言人的目標消費族群言人的目標消費族群言人的目標消費族群 

許多關於角色代言人的研究著重於廣告中角色人物對兒童的影響(Neeley & Schumann, 

2004)。因為兒童的認知能力較低，因此廣告中的角色人物可以提供兒童對於產品或品牌的

聯結。然而現今角色代言人不再只是將兒童當作目標對象，其勢力範圍早已擴展至成人，

像是許多非兒童使用商品也開始運用角色人物，比方說上海商銀的 Puki，大金冷氣的小水

滴，以及宅急便的小黑貓等，可見角色人物對於成人而言，也可能具有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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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角色代言人與產品之間的聯結功能也不再是重點，因為推出角色代言人並非一

些不知名的品牌，而是廣為消費者所認識的企業，像是 7-11、Mister Donuts 等等，可見角

色代言人不只是單單使消費者與產品做聯結，而是透過角色代言人拉近與消費者間的距

離，並建立良好的正面形象。所以角色代言人針對兒童的聯結功能已不再是企業主想要的

廣告目標，而是想透過角色代言人增進品牌形象，因此角色代言人的目標對象也就更寬廣。 

 

總之，雖然角色人物的功能已以開始轉變、代言的商品也不再侷限、目標對象也不再

只是兒童，但關於角色人物對一般消費者的影響的研究卻不是相當完整(Callcott and Lee, 

1994)。因此本研究將研究對象設定為一般消費者，試圖探討角色人物如何影響一般消費者。 

 

二二二二、、、、可愛造形元素可愛造形元素可愛造形元素可愛造形元素 

（（（（一一一一））））可愛風潮可愛風潮可愛風潮可愛風潮 

便利商店的活動總是找來 Hello Kitty、哆啦 A 夢、史努比等等的可愛角色來為銷售業

績加持。金融業也利用可愛角色去除大眾對其硬冷的印象，像是台灣人壽的阿龍、上海商

銀的 Puki 等，皆是搭配輕鬆活潑的音樂與畫面拉近與消費者的距離。由此可以看出，可愛

的概念早已風行於整個消費市場，不論是零售商、金融業、甚至是精品產業，皆祭出可愛

的殺手間攻略消費者的心房。然而，可愛究竟是什麼樣的元素構成的呢？ 

 

在分析可愛之前，目前是否有不可愛的角色代言人呢？舉例來說，桂格的人像（圖

2.2.4），便是不可愛的一個例子。此外，新竹貨運的悟空（圖 2.2.5）在消費者的認知中可

能也不算是可愛的角色代言人。因此究竟是何種因素能讓角色代言人看起來可愛呢？下一

節將探討哪些元素促成可愛的形象。 

 

          

圖 2.2.4：桂格人像        圖 2.2.5：新竹貨運悟空 

 

（（（（二二二二））））可愛造形元素可愛造形元素可愛造形元素可愛造形元素 

消費者對於許多角色人物常不自覺的大喊「好可愛喔！」縱使不同國家的消費者對於

同一個角色，也會有同樣的反應，像是史努比在東西方國家中皆大受歡迎，而崛起於日本

的 Hello Kitty 也是無論到哪，都受到消費者喜愛。可見角色人物中存在著某種特殊的因素，

左右消費者對於角色人物的可愛認知。然而究竟是由哪些元素構成可愛？本研究整理關於

可愛(cuteness)相關文獻，認為有以下三種主要因素能讓消費者認知到角色代言人可愛的感

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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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瞳孔的雙眼大瞳孔的雙眼大瞳孔的雙眼大瞳孔的雙眼 

Morris(1999)認為嬰兒的可愛特徵，不管對任何人都是一種有效的魅力戰術之一。而

Lorenz(1997)曾提到幼兒身上某些特徵，會產生讓人覺得可愛的感覺，像是幼兒的眼睛大於

一般成人。而 Morris(1999)認為嬰兒能強烈的吸引父母的注意就是大瞳孔的圓眼，因為這

樣的眼睛能夠引起父母對其憐憫與保護之情。許多可愛的卡通人物也具有此項特徵，像是

美少女戰士、神奇寶貝皮卡丘等都擁有一副炯炯有神的大眼，而這也是日本卡通漫畫的一

大特色。而日本漫畫風行於台灣文化向來是不爭的事實，不難從中發現台灣消費者對於這

樣的造形設計必然有更強烈的反應。 

 

2、、、、頭身比例頭身比例頭身比例頭身比例 

依據 Morris(1999)認為嬰兒的可愛特徵是吸引人注意的角度來看，其中嬰兒頭大身小

的比例亦是一大吸引人的可愛特徵。Alley (1983) 發現隨著年齡的身體比例可被視為可愛

的特徵之一，2 到 12 歲的身體比例是最可愛的。而針對角色人物的頭身比例研究，

Eibl-Eibesfeldt(1989)以米老鼠作為分析對象，發現從 1928 年到現在，米老鼠造形的頭部相

對於身體變大，也就是這樣的改變趨向頭大身小的可愛特徵，而這也就是米老鼠吸引人的

地方。 

 

3、、、、擬人化程度擬人化程度擬人化程度擬人化程度 

國內研究發現國內廣告中角色人物的擬人化(personification)的表現特點在角色的肢體

特色(physical characteristic)與外顯個性(personality)上(余淑吟, 2004)。肢體特色的表現類似

於人類的行為舉止，如 Open 小將於聖誕節時會戴聖誕帽，新年會拿紅包等，會使得角色

人物更加討喜可愛。另一方面，角色人物具備某些人格特性，使其更具有人類特質，Callcott 

and Phillips(1996)認為角色人物設定為一個消費者喜歡的明確個性能夠提高消費者對角色

人物的喜好，像是金頂電池 Energizer Bunny 兔（圖 2.2.6）「keep going」的形象是成功個性

表現的例子。因此當角色人物的擬人化程度越高，表示其越能讓消費者感到可愛。 

 

圖 2.2.6：金頂邦尼兔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認為可愛造形元素包含大瞳孔的雙眼、頭大身小的比例、以及

擬人化等。透過這些元素的組合能夠凸顯角色代言人的可愛程度，增加角色代言人自身的

吸引力。 

 

三三三三、、、、角色人物代言效果角色人物代言效果角色人物代言效果角色人物代言效果 

一般來說，不同類型代言人的效果，來自於不同的說服力。Friedman, Salvatore, and 

Robert(1977)將代言人大致上分成三種，並說明說服力來源：(1)名人代言(celebrity)：指的

是在代言產品類別之外，對一般民眾而言，具有傑出表現的知名人物，主要的說服力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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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力」與「知名度」。(2)專業性代言人(expert)：指的是在所代言的商品類別上，因經

驗或學習而具有專業知識者，其說服力則來自「專業性」。(3)典型的消費者(typical 

consumer)：指的是一般型的消費者，沒有特別的知名度或專業知識，藉由擁有與消費者相

同的經驗來說服。而本研究所要探討的角色人物代言並非專家代言，亦不屬於消費者代言，

其主要是透過自身造形的吸引力來吸引注意，其效果產生機制可能類似名人代言類型，主

要的說服力來自「吸引力」與「知名度」。 

 

而企業自創的角色人物一方面必定具備吸引人的外型，但另一方面，自創的角色人物

一開始必然是非知名的角色人物，因此雖屬於名人代言類型，也就是其說服力來自於「吸

引力」與「知名度」，但自創的角色代言人一開始必定缺乏知名度。雖然透過宣傳與推廣，

非知名角色人物可能漸成為知名角色人物，但企業自創角色人物的成功關鍵並非在其知名

度，而是消費者對其外型是否具有吸引力。縱使消費者對角色人物的喜愛，可能來自於角

色人物的知名度，而且知名度能夠使產品或品牌增加媒體上的曝光，導致更有效的廣告效

果，但本研究欲探討角色人物可愛造形對消費者之影響，因此關於角色人物的知名度對消

費者之影響暫不討論，只將焦點置於角色人物造形的吸引力之上。 

 

（（（（一一一一））））角色代言人效果產生的機制角色代言人效果產生的機制角色代言人效果產生的機制角色代言人效果產生的機制 

Kahle and Pamela(1985)認為代言人傳達訊息的可信度(credibility)主要來自於專業性、

可靠性及吸引力等三面。根據先前文獻論述，可以瞭解企業自創的角色人物並不具有論證

產品的專業知識，也就是專業性；其對消費者影響主要來自於角色人物的造形的吸引力

(Attractiveness)與可靠性(Trustworthiness)，以博得消費者的注意，也就是來源吸引力模式。

耶魯研究發現吸引力與消息來源的外表有相關(e.g., McGuire, 1969)；此外，而角色代言人

的信任可以被角色本身的特徵所影響（Garretson & Niedrich 2004），其他研究也發現，消

費者對其喜愛的角色人物會產生信任(Callcott & Phillips 1996)。由此可見，角色代言人的造

形會影響角色代言人的吸引力，而吸引力高低會左右消費者對其喜愛度高低，甚至影響到

對廣告的可信度。 

 

可信度除了來自吸引力與可靠性之外，消費者對角色代言人的喜愛與記憶程度也會影

響到可信度的表現。以下分為角色代言人與廣告喜愛以及角色代言人與廣告記憶兩部分討

論之： 

（（（（二二二二））））角色代言人影響到廣告效角色代言人影響到廣告效角色代言人影響到廣告效角色代言人影響到廣告效果果果果 

1、、、、角色代言人與廣告喜愛角色代言人與廣告喜愛角色代言人與廣告喜愛角色代言人與廣告喜愛 

對角色代言人的喜愛是影響其傳達之訊息是否有效的重要因素之一(Callcott and 

Phillips 1996)。Walker and Dubitsky(1994)則認為喜愛之所以有效的原因有兩個：第一是消

費者會因而付出更多的注意力並了解訊息；二是消費者會將此正面的感覺轉移到品牌上。

研究顯示，外表有吸引力的溝通者可較容易成功的改變人們的信念並產生購買意圖

(Petroshius and Crocker, 1989)。Kahle & Homer(1985)發現吸引力來自於外表或單純喜好，

在低涉入情況下，對代言人的喜好會影響態度，也會直接影響廣告態度及偏好，進而影響

購買意願。由此可知，角色代言人的吸引力是啟動廣告效果的一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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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角色代言人與廣告記憶角色代言人與廣告記憶角色代言人與廣告記憶角色代言人與廣告記憶 

對許多廣告主而言，使用角色代言人主要的目的就在於加強消費者對產品或品牌的記

憶(Phillips, 1996)，而且也認為角色代言人是消費者回憶產品或品牌重要的線索之一。

Fischer(1991)認為多次的角色人物露出能夠提高消費者對角色人物與產品的記憶，而

Callcott and Alvey (1991)發現與一般名人代言相較，角色代言能夠產生 71.7%的產品或品牌

正確回憶度。由此可見，角色人物能夠強化產品或品牌的識別，在競爭激烈的消費環境中

殺出重圍。 

 

四四四四：：：：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根據上述對角色代言人的文獻回顧，本研究認為角色代言人是一個能與產品、服務或想

法產生聯想、具有動畫特質、以及賦予推廣任務的虛構人或物。此外，本研究所針對的是

企業自創角色人物，因此是屬於非知名的角色代言人。雖然以往的研究對象是兒童，但角

色代言人能吸引的消費者早已擴及至一般成人。而角色代言人之所以能夠吸引消費者乃是

其造形上具有可愛因素，如大瞳孔的雙眼、頭大身小的比例、以及擬人化程度等。藉由這

些因素提升角色代言人的吸引力，進一步能夠提升廣告記憶、廣告喜愛等代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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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故事的溝通效果故事的溝通效果故事的溝通效果故事的溝通效果 

一一一一、、、、什麼是故事什麼是故事什麼是故事什麼是故事 

故事在人類社會中已經存在許久，早在文字發明之前的草莽時代，人們便藉由說故事

來傳遞狩獵經驗。故事以多種不同的面貌出現，有時是寓言、有時是神話、有時是真人實

事、有時是傳記小說，甚至可以是一則廣告、一篇漫畫、一首歌曲。Hopkinson and 

Hogarth-Scott(2001)回顧行銷研究中，對於故事的定義發現有三種：(1)故事是事件的事實性

報告 (a factual report of events)。(2)故事是神話(myth)，其描述的事件是經過說者解釋的版

本。 (3)故事是敘事(narrative)，而敘事是一種瞭解事件與建構真實的工具。三者之間的差

異在於與真實性的關係，事實性的報告是基於所發生的事實來陳述，是最具有真實性的故

事型態。而神話並非是根據事實而來，其真實性來自於說者給予的，就如同嫦娥奔月的故

事，並非真實，但在中國文化中，傳頌的每一個人都相信這樣的故事。至於敘事是透過述

說的方式使故事看起來像是真的，這就如同看圖說故事般，同樣的圖片，可能會有不同的

故事鋪陳。 

 

企業在推出自創的角色代言人時，時常賦予角色人物一則故事，除了讓角色代言人更

具擬人效果之外，當然也是想透過故事加深消費者對角色人物的印象，像是open小將被述

說成是一隻來自外星球的狗，個性開朗，喜歡交朋友等等。而這樣的角色代言人故事其實

屬於敘事型故事，是透過敘述的方式，讓角色代言人的故事看起來像是真的。 

 

一則故事應該包含哪些因素呢？Escalas (2004)指出敘事結構(narrative structure)中有兩

個重要的元素：時序性(chronology)與因果關係(causality)。前者指的是事件的安排是基於時

間順序(Bruner 1990；Fiske 1993)。後者指的是敘事結構中的事件元素之間有關連性，並考

慮到其因果關係，就是故事結構中包含了一連串的目標、行動、以及結果(Stein & Albro, 

1997)，而Pennington and Hastie (1986) 將這樣的結構稱為「episode schema」。以勁量小子

(energizer) （圖2.3.1）為例，通常會描述一個剛好沒電的窘境，勁量小子的出現能夠避免

這些尷尬的場面，正符合所謂的「episode schema」。 

 

圖2.3.1：勁量小子 

二二二二、、、、故事在人類資訊處理中扮演的角色故事在人類資訊處理中扮演的角色故事在人類資訊處理中扮演的角色故事在人類資訊處理中扮演的角色 

根據Bruner(1986)的看法，人類透過兩種基本方法來形塑意義，一是科學的(scientific)，

一是故事的(narrative)。前者是追尋經實證經驗而來的真實意義，後者則是藉由找到與生活

經驗的相似點來創造意義。舉例來說，被熱水燙到很痛這個事件的意義可以經由兩種方法

得知，科學的方法就是自己本身經歷過被熱水燙過，而敘事的方法則是經由之前聽到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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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此事的敘述，而找到與生活的相似點而形成此意義。然我們不可能經歷世界上所有的

事情，因此，我們儲存於記憶中的知識，多半是以故事的型態被理解與儲存(Bruner, 1986)。

而Pennington & Hastie(1986)也認為人類生活中發生的各種事件，絕大多數的資訊結構類似

於故事的結構，包含目的、行為、以及結果。可見我們幾乎是透過故事去理解這世界，並

用故事的敘述結構去思考。 

 

除了Bruner外，Adaval & Wyer (1998 )亦認為我們生活周遭的資訊，多半是以故事的型

態呈現以及儲存。因此當新資訊以故事型態呈現時，因為與我們所接收與儲存的資訊型態

是相同的，新資訊也就比較容易被接收與儲存。此外，新資訊的資訊結構與故事結構是一

致時，就會覺得與其生活經驗類似，更進一步容易覺得資訊是正確(Adaval & Wyer, 1998 )。 

 

綜合以上所述，人類身處於多數以故事型態呈現的資訊世界中，早已習慣用故事型態

的結構來理解與儲存資訊。可見當廣告主使用類似於故事型態的資訊時，能夠提高消費者

對資訊的收受度，也容易被消費者所理解，因為這樣資訊結構是消費者再也熟悉不過的。 

 

三三三三、、、、故事的說服效果故事的說服效果故事的說服效果故事的說服效果 

生活就是故事，人們的溝通是透過說故事與聽故事(Randazzo, 2006)。故事是人類理解

力與記憶的核心，所以故事在人類的學習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試想為何送心愛的人禮物

多數會選擇金莎巧克力？為何熬夜提神一定會想到蠻牛？因為廣告中的故事告訴你送金莎

巧克力可以發展一段美好的愛情，因為廣告中的故事告訴你喝蠻牛可以讓你精神百倍。消

費者透過故事而理解並學習到追求女生要送金莎，提振精神要喝蠻牛，人類的行為便被廣

告故事制約了。可見故事的說服效果之大，足以改變人類的行為，而這也是企業主追求的

最佳廣告效果。 

 

故事的說服效果不在於其故事內容的真假與否，而是在於消費者是否投入其中，如同

Godin(2005)在《行銷人是大騙子》(All Marketers are Liars: Telling Authentic Stories in A 

Low-Trust World)書中所說的：「事實與相信是兩回事。」Deighton, Romer, & McQueen(1989)

認為一則成功的廣告故事要能使消費者迷失(lost)在故事中，並體會其中角色人物的感覺與

關心。Green and Brock (2000)也指出故事的說服力來自於消費者投入(lost)於故事文本之

中，而此稱為「轉化」(transportation)。其所謂轉化是經由負面認知反應減少(reduced negative 

cognitive responding)、經驗的真實性(realism of experience)、以及強烈的情感反應(strong 

affective responses)來達到說服效果。負面認知反應減少指的是說讀者在故事敘事中不容易

產生負面認知，不太可能會反駁故事中的內容；經驗的真實性則是指故事中的經歷對於讀

者而言，有某種程度上的真實性；而其所謂的強烈情感反應也就是指讀者對於故事中的角

色會有強烈的正面情感。（雖然情感會有負面，但於廣告中角色的故事很少會產生負面情

感反應，故本研究不予探討。）因此當消費者越投入故事其中，其所能達到的說服效果越

大。 

 

然而為何故事能讓消費者走失在其中呢？語言學領域的研究指出對於「TIME」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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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WEEK」雜誌的故事型資訊比起教科書型資訊較容易學習與記憶(Shaw, Brown, and 

Bromiley, 1998)。而認知心理學者也發現，條列式的資訊結構很難被記憶，因為會有新近

與優先效果(Recency and Primacy Effect)，也就是人們只會記住第一以及最後一則訊息。故

事型的資訊結構因為有一連串的因果關係，使得消費者能夠循著因果關係記起每個事件。

此外，MacLachlan(1983)指出一則故事能邏輯性的敘述一個主題，消費者便容易記憶與被

說服，可見敘事的邏輯性可以強化對故事資訊的記憶。綜合以上所述，故事型的資訊結構

因為事件間的因果關係，使得消費者在資訊處理過程中有一個脈絡可尋，因此消費者容易

藉由因果線索記憶故事中的資訊。 

 

四四四四、、、、故事故事故事故事著迷著迷著迷著迷（（（（being hooked））））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雖然故事的說服力來自於消費者投入於故事文本之中(Green and Brock, 2000)，也就是

所謂的轉化(transportation)，然而有些學者將轉化(transportation)與著迷(being hooked)的概

念區分開來(Escalas,2004)；此外，Escalas, Moore, and Britton(2004)發現著迷程度(being 

hooked)與消費者對敘事廣告的情感反應有正向的關係存在，可見在消費者投入廣告之前會

受到著迷程度的影響。因此本研究亦認為消費者投入於角色代言人故事之前，也會受到是

否被故事著迷的程度影響。 

 

何謂著迷程度？根據Escalas, Moore, and Britton(2004)看法，著迷程度即是消費者個人

與廣告之間的一個連結(interface)，而此連結的基本條件就是持續注意(sustained attention)，

透過持續注意能夠引領消費者投入於廣告情節或是論點之中，進一步引起對廣告的正面情

感。因此，著迷程度只是消費者觀看廣告的一個結果，而這樣的結果會成為一個影響消費

者對廣告反應的中介變項。Escalas, Moore, and Britton(2004)的研究結果顯示著迷程度越

高，消費者對於廣告的態度就越好，可見消費者對廣告的著迷程度確實會影響到後續的廣

告效果。 

 

根據以上的論述，本研究認為消費者觀看角色代言人故事時，也會有不同著迷程度的

問題，也就是說，雖然消費者有閱讀角色代言人故事，但並不代表著消費者一定會被故事

所吸引，而進一步產生較好的廣告效果。所以，本研究試圖將著迷程度當作影響故事效果

的一個中介變項。然而，關於著迷程度應用於消費者對故事反應的討論尚處冰山一角，未

有豐富文獻來強化此論點，因此本研究未將此中介變項的效果納入研究假設之中，僅以研

究相關發現來說明著迷程度的效果，作為一個初探性研究結果。 

 

五五五五、、、、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說故事是一種自然且令人信服的溝通方法。因為故事存在於每個人的生活之中，我們

透過聽故事與說故事將資訊互相傳遞，而且故事型態的資訊結構是我們熟悉的資訊接受方

式，相對的提高消費者對資訊的接收度與理解度。此外，故事中「時間」(chronology)與「因

果」(causality)拉起每個事件之間的關係，讓消費者在故事的脈絡中可以容易記得故事資

訊；此外，如同Green and Brock (2000)所認為的：人們在讀故事不太可能反駁故事的內容；

故事中的經歷對讀者而言，會同於親身經歷一樣；而且對於故事中角色，會有強烈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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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因此可見故事型資訊對於讀者具有強烈的說服力。本研究試圖探討在角色代言人策

略之下，搭配故事與否是否能提高消費者對廣告之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