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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章介紹本研究使用的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第一節介紹研究架構與假設；第二節說

明研究方法的選擇原因，第三節說明本研究的實驗設計、受試者抽樣方式、以及實驗刺激

物；第四節介紹實驗的操作流程，第五節則說明各變項的概念操作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根據前述文獻探討，本研究認為企業自創的角色代言人造形是吸引消費者注意的關鍵因

素，而可愛與否更是會影響消費者對角色代言人的喜好。此外，角色代言人本身是否具有

故事會影響消費者對角色代言人的喜好和記憶。針對變項「故事有無」部分，本研究認為

即使角色代言人具有背景故事並不代表受試者會受到角色故事的吸引，因此本研究於正式

問卷中加入對故事著迷(being hooked)程度的中介變項，以探討著迷程度高低是否會對其他

變項產生交互作用而影響後續廣告效果。最後，本研究認為角色代言人不同的推薦方式亦

會對消費者產生不同的廣告效果影響。因此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圖 4.1.1： 

 

 

 

 

 

 

 

 

 

圖 4.1.1：研究架構圖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方法的選擇研究方法的選擇研究方法的選擇研究方法的選擇 

本研究採取實驗法為研究方法。實驗法是藉由變項操控，以釐清變項與變項之間的關

係，適用於假設檢驗，藉以提供有效的解釋與推論 (Babbie, 李美華編譯, 2004)。此外，由

於實驗設計中的因子設計(factorial design)適用於衡量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實驗變項效果，除

變項本身的個別主效果(main effect)外，尚可觀察變項之間的交互效果(interaction)。而本研

究除了探討可愛造形、有無故事、以及推薦方式的主要效果之外，將更進一步探討三個變

項之間的交互作用效果，以釐清之間應如何搭配能對消費者產生更深一層的影響力。 

 

可愛與否 

故事有無 

推薦形式 

廣告記憶 

廣告可信度 

廣告態度 

品牌態度 

購買意願 

著迷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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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實驗設計實驗設計實驗設計實驗設計 

一一一一、、、、實驗設計實驗設計實驗設計實驗設計 

本研究採 2(可愛與否) x 2(故事有無) x 2(推薦方式)因子設計，並採組間設計來驗證研

究假設。本研究自變項分別為可愛與否（可愛 VS 不可愛）、故事有無（有 VS 無）、以及

推薦方式（主動 VS 被動）等，每個變項中各有兩種水準差異，產生如下表八種不同實驗

刺激物的組別。 

 

表 4.3.1：實驗分組 

可愛可愛可愛可愛與否與否與否與否 故事故事故事故事有無有無有無有無 推薦推薦推薦推薦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主動 1 
有 

被動 2 

主動 3 
可愛 

無 
被動 4 

主動 5 
有 

被動 6 

主動 7 
不可愛 

無 
被動 8 

資料來源：本研究 

 

本研究將角色代言人造形的「可愛與否」與「推薦方式」的操作置於一則網頁廣告中。

此外，角色故事根據現行一般角色代言人故事採公關稿形式露出，本研究因此以一則角色

人物故事的網頁新聞報導做為故事有無的實驗刺激物。由於無故事組不需瀏覽角色代言人

故事新聞報導，然此不符實際瀏覽網路的情境，所以安排無故事組瀏覽一則中性人物新聞

報導。但為了避免中性故事影響結果，亦讓有故事組瀏覽中性人物新聞報導。因此每組受

試者將會瀏覽二至三則實驗刺激物，包含角色代言人的新聞故事網頁(無故事組則不需) 、

中性新聞故事網頁、以及角色代言人網頁廣告等。各組所需實驗刺激物如下表 4.3.2。以下

分別依序說明三則實驗刺激物的製作原則。 

 

表 4.3.2：各組所需瀏覽之刺激物 

所需瀏覽之所需瀏覽之所需瀏覽之所需瀏覽之實驗刺激物實驗刺激物實驗刺激物實驗刺激物 
可愛可愛可愛可愛

與否與否與否與否 

故事故事故事故事

有無有無有無有無 

推薦推薦推薦推薦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角色代言人角色代言人角色代言人角色代言人 

新聞故事新聞故事新聞故事新聞故事 

中性新聞中性新聞中性新聞中性新聞 

故事故事故事故事 

角色代言人角色代言人角色代言人角色代言人 

網頁廣告網頁廣告網頁廣告網頁廣告 

主動 1 ˇ ˇ ˇ 
有 

被動 2 ˇ ˇ ˇ 

可 

愛 

無 主動 3 ××××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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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 4 ×××× ˇ ˇ 

主動 5 ˇ ˇ ˇ 
有 

被動 6 ˇ ˇ ˇ 

主動 7 ×××× ˇ ˇ 

不 

可 

愛 無 
被動 8 ×××× ˇ ˇ 

 

二二二二、、、、實驗刺激物實驗刺激物實驗刺激物實驗刺激物 

（一）角色角色角色角色代言人代言人代言人代言人的的的的故事故事故事故事建構建構建構建構：：：： 

為了擬定角色代言人的故事，本研究首先針對市場上當紅的角色代言人進行其角色故

事的分析，並從中擷取出共同基本元素。本研究即針對共同基本元素來擬定本研究角色代

言人的故事內容。 

 

近幾年來最紅的角色代言人莫過於 7-11 的 Open 小將，Open 小將的衍生性商品涵蓋飲

料、泡麵、文具及公仔等，並成為消費者收藏的指標性廣告商品，其周邊商品 2006 年營收

已破新台幣億元，2007 年更達 5 億元(中央社記者楊淑閔台北 2008 年 2 月 17 日)，可見 Open

小將的魅力著實不輸給一般明星代言人。此外，台灣人壽的阿龍也是很會賺錢的角色代言

人，根據台灣人壽粗估，阿龍在四年來至少替台壽多帶入四、五百億元以上的保費。而上

海商銀的角色代言人 Pukii 也讓上海商銀的 Pukii 信用卡不受卡債風暴影響，新辦信用卡數

達 5,000 張。(2007-08-20/經濟日報/B4 版/金融廣場) 

 

這些成功帶來商機的角色代言人，除了可愛以及討人喜歡的造形之外，還加上了一個

專屬於角色代言人本身的故事背景，藉由故事的鋪陳讓角色代言人的形象更加生動與親

近。因此本研究針對上述三位角色代言人的故事（詳見附件一）檢視其共同之處，以便為

本研究角色代言人 Icekimo 設定其背景故事。從以上三位角色代言人可以發現共同故事元

素包含基本的個人資料、個性、其他關係角色、以及第一人稱的敘述口吻。 

 

1. 角色基本資料角色基本資料角色基本資料角色基本資料：如同每個人都會擁有的名字、性別、身高、體重、生日、星座、

血型等等基本資料。 

2. 角色個性角色個性角色個性角色個性：現有的三個角色人物都賦予一個活潑開朗的個性，像 open 小將擁有熱

心助人的個性，而台灣阿龍則是賦予勤奮耐勞又活潑樂觀的個性。 

3. 其他關係角色其他關係角色其他關係角色其他關係角色：故事中的人物通常不會只有一個，open 小將的朋友除了小桃、小

竹輪、條碼貓之外，還有 7-11 的員工，像阿福等這樣的人物；而 Pukii 也有它的

女友 Lily 以及社區內的鄰居；阿龍則有一個龍妹妹。 

4. 第一人稱口吻第一人稱口吻第一人稱口吻第一人稱口吻：故事鋪陳皆由第一人稱的口吻進行，通常是「大家好，我是 XXX」

這樣的方式開始，再進行後續的故事內容。 

 

因此本研究角色代言人 Icekimo 的故事依據角色基本資料、角色個性、其他關係角色、

以及第一人稱口吻等四大元素進行故事鋪陳，本研究角色代言人故事內容如下表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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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本研究角色代言人故事內容 

段落 故事內容 故事元素 

1 

即將進入盛夏季節，來自國外的 Icekimo 也將搶佔台灣冰

品市場，推出自家代言人 Icekimo 來吸引消費者，而且

Icekimo 還有一段小故事：「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叫我叫我叫我叫 Icekimo，，，，來自來自來自來自

於於於於擁有美麗極光的擁有美麗極光的擁有美麗極光的擁有美麗極光的北極地區北極地區北極地區北極地區。。。。我的生日是我的生日是我的生日是我的生日是 8 月月月月 2 日日日日、、、、獅子獅子獅子獅子

座座座座、、、、血型血型血型血型 O 型型型型，，，，我的身高有五顆冰淇淋高我的身高有五顆冰淇淋高我的身高有五顆冰淇淋高我的身高有五顆冰淇淋高，，，，體重大概有體重大概有體重大概有體重大概有

一桶冰淇淋重吧一桶冰淇淋重吧一桶冰淇淋重吧一桶冰淇淋重吧！！！！我最喜歡吃的食物是巧克力了我最喜歡吃的食物是巧克力了我最喜歡吃的食物是巧克力了我最喜歡吃的食物是巧克力了，，，，而最喜而最喜而最喜而最喜

歡的顏色是屬於北極的雪白色歡的顏色是屬於北極的雪白色歡的顏色是屬於北極的雪白色歡的顏色是屬於北極的雪白色。。。。別看我個子小小的別看我個子小小的別看我個子小小的別看我個子小小的，，，，我最我最我最我最

愛的運動是冰上曲棍球愛的運動是冰上曲棍球愛的運動是冰上曲棍球愛的運動是冰上曲棍球，，，，而我最大的興趣就是做好吃的冰而我最大的興趣就是做好吃的冰而我最大的興趣就是做好吃的冰而我最大的興趣就是做好吃的冰

淇淋淇淋淇淋淇淋。。。。(138) 

基本資料 

2 

很多人一定認為來自人煙稀少的北極很多人一定認為來自人煙稀少的北極很多人一定認為來自人煙稀少的北極很多人一定認為來自人煙稀少的北極，，，，我的個性一定很孤我的個性一定很孤我的個性一定很孤我的個性一定很孤

僻僻僻僻，，，，你可能就大錯特錯囉你可能就大錯特錯囉你可能就大錯特錯囉你可能就大錯特錯囉！！！！我的個性可是開朗我的個性可是開朗我的個性可是開朗我的個性可是開朗、、、、樂觀樂觀樂觀樂觀、、、、又又又又

積極進取的呢積極進取的呢積極進取的呢積極進取的呢！！！！大家都說我的熱情就像永晝期間的太大家都說我的熱情就像永晝期間的太大家都說我的熱情就像永晝期間的太大家都說我的熱情就像永晝期間的太

陽陽陽陽，，，，二十四小時無限供應二十四小時無限供應二十四小時無限供應二十四小時無限供應，，，，即使是進入永夜期即使是進入永夜期即使是進入永夜期即使是進入永夜期，，，，我依舊是我依舊是我依舊是我依舊是

夜晚中那顆最閃耀的星夜晚中那顆最閃耀的星夜晚中那顆最閃耀的星夜晚中那顆最閃耀的星。。。。(109) 

個性 

3 

雖然雖然雖然雖然冬天被堅冰封鎖冬天被堅冰封鎖冬天被堅冰封鎖冬天被堅冰封鎖，，，，夏天被浮冰夏天被浮冰夏天被浮冰夏天被浮冰圍圍圍圍困困困困，，，，但在一些好朋友但在一些好朋友但在一些好朋友但在一些好朋友

的陪伴下的陪伴下的陪伴下的陪伴下，，，，像是批批與白白像是批批與白白像是批批與白白像是批批與白白，，，，即使在寒冷的北極即使在寒冷的北極即使在寒冷的北極即使在寒冷的北極，，，，我還是我還是我還是我還是

保持著一顆炙熱的心保持著一顆炙熱的心保持著一顆炙熱的心保持著一顆炙熱的心。。。。近來我生長的地方開始變化近來我生長的地方開始變化近來我生長的地方開始變化近來我生長的地方開始變化，，，，冰原冰原冰原冰原

的板塊移動越來越明顯的板塊移動越來越明顯的板塊移動越來越明顯的板塊移動越來越明顯，，，，碎裂的冰溝已經讓批批跌落好幾碎裂的冰溝已經讓批批跌落好幾碎裂的冰溝已經讓批批跌落好幾碎裂的冰溝已經讓批批跌落好幾

次次次次，，，，也受了不少傷也受了不少傷也受了不少傷也受了不少傷，，，，真希望這樣的情形不要再加遽真希望這樣的情形不要再加遽真希望這樣的情形不要再加遽真希望這樣的情形不要再加遽，，，，否則否則否則否則

我跟我的好朋友們就無家可歸了我跟我的好朋友們就無家可歸了我跟我的好朋友們就無家可歸了我跟我的好朋友們就無家可歸了，，，，當然就無法玩曲棍球當然就無法玩曲棍球當然就無法玩曲棍球當然就無法玩曲棍球、、、、

更沒辦法做好吃的冰了更沒辦法做好吃的冰了更沒辦法做好吃的冰了更沒辦法做好吃的冰了。。。。」在 Icekimo 的代言之下，想必

今夏台灣冰品市場又是一場激戰，不過對消費者而言，可

是多了一樣消暑的選擇。(161) 

其他關係

角色 

 

由於角色代言人故事多經由發佈新聞稿的形式來提高曝光率，而且一般消費者對於有

興趣的人、事、物才會主動搜尋相關資訊，因此一般來說消費者不會直接瀏覽角色代言人

的網站。為了符合真實情境，本研究利用網路新聞形式讓消費者接觸到角色代言人的故事。

實驗網頁如下圖 4.3.1（可愛）與圖 4.3.2（不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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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角色代言人故事新聞網頁(可愛) 

 

 

圖 4.3.2：角色代言人故事新聞網頁(不可愛) 

 

(二二二二)、、、、中性故事中性故事中性故事中性故事 

由於變項故事有無會導致某些組別是不需要閱讀角色代言人的新聞故事，若只有閱讀

一則網頁廣告則不符合實際網路瀏覽情境，因此無故事組則瀏覽一則人物故事的新聞報

導。然而為了避免新聞故事的正負面會影響研究結果，本研究於 2008 年 4 月 4 日從雅虎網

路新聞的地方新聞類挑選三則人物故事的新聞報導，並經由廣告所碩二同學十人針對三則

新聞挑選最為中性的新聞，最後確定是新聞標題為「林龍秋協力推展藝文林龍秋協力推展藝文林龍秋協力推展藝文林龍秋協力推展藝文，，，，澎湖後備部致澎湖後備部致澎湖後備部致澎湖後備部致

贈感謝狀贈感謝狀贈感謝狀贈感謝狀」」」」的報導。新聞內容如下： 

 

更新日期:2008/04/04 17:12 

（軍聞社記者莊家宏台北四日電）澎湖縣後備指揮部政戰處長胡毓

隆中校日前至青溪新文藝會員林龍秋先生家中拜訪，並致贈該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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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狀，感謝林先生協助提供該部九十七年第一次青溪藝術聯展作品。 

澎湖縣後備指揮部為活潑官兵生活環境，陶冶文藝氣息，每年都會舉辦青溪藝術聯展，展出澎湖縣青溪新

文藝學會提供陶藝及西畫等多項作品，透過聯展提供官兵在工作之餘，能享受一場心靈饗宴，營造出一個愉

悅的工作環境。 

為了感謝青溪新文藝學會配合聯展，同時提供會員們精心創作的文藝作品，特別至林龍秋先生家中拜訪，

感謝他的全力協助。 

胡中校於拜訪中，除謝林先生提供創作西畫作品參與展出，同時也希望林先生能繼續支持該部爾後舉辦的

各項藝文活動，協力推展藝文活動。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80404/60/wou5.html 

 

然而為了避免只有無故事組瀏覽此則中性新聞故事而導致混淆了研究結果，因此也讓

有故事組瀏覽此則中性新聞故事，藉此迴避中性新聞故事可能會對研究結果產生影響。而

中性新聞網頁的實驗刺激物樣式如下圖 4.3.3。 

 

 

圖 4.3.3：中性故事新聞網頁 

 

（三）、代言商品之選擇代言商品之選擇代言商品之選擇代言商品之選擇、、、、角色代言人造形與角色代言人造形與角色代言人造形與角色代言人造形與角色代言人造形可愛前測角色代言人造形可愛前測角色代言人造形可愛前測角色代言人造形可愛前測：：：：  

1、代言商品之選擇代言商品之選擇代言商品之選擇代言商品之選擇 

如前述文獻所探討，角色代言人有不同造形，Callcott & Lee(1995) 依角色外型

(Appearance)將角色分為虛構人物、動物、奇幻、以及產品擬人等四大類型。Callcott & 

Lee(1994)針對美國電視廣告中角色代言人內容分析研究發現，40.3％的角色代言人為虛構

人類(表 4.3.4)。因此本研究在角色代言人造形的選擇上以市場上多數的造形類型為優先考

量，選擇以虛構人物為本研究目標角色代言人之造形。 

 

表 4.3.4：美國角色代言人造形類型統計表 

角色代言人類型 百分比 

虛構人物 40.3% 

非真人 動物擬人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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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幻角色 3. 9% 

產品擬人 27.9% 

資料來源：Callcott & Lee(1994) 

 

根據 Callcott & Lee(1994)針對美國國內廣告中的角色代言人的調查發現，廣告中出現

角色代言人的商品有 70.39%(表 4.3.5)是屬於非耐久財(Nondurable)商品。此外，根據國內

學者余淑吟(2004)針對國內角色人物之研究亦發現電視中出現角色代言人的非耐久財商品

佔全體的 65. 7%(表 4.3.6)，可見國內外研究皆發現超過半數運用角色人物之商品為非耐久

財的特質。此外，根據 Petty, Cacioppo, and Schumann(1983)的研究指出低涉入情形，具有

吸引力的代言人可以提高消費者對品牌回憶，甚至是廣告態度與購買意願(Kahle & Homer, 

1985)。因此本研究所選擇之角色人物代言商品會界定於低涉入度的非耐久財商品品類上，

以符合實際操作情境。 

 

表 4.3.5：美國角色代言人之商品類別分析表 

Ad with Spokes-Characters 
 

N % 

Nondurable 126 70.39% 

Service Industry 37 20.67% 

Public Service 2 1.12% 

Durable 14 7.82% 

Product Class 

Political － － 

Total 179  

      資料來源：Callcott & Lee(1994) 

 

表 4.3.6：國內角色代言人之商品類別分析表 

電視廣告中角色代言人電視比例 
 

出現次數 比例 

耐久財 39 17% 

非耐久財 151 65.7% 產品類別 

服務和公益 40 17.4% 

      資料來源：余淑吟(2004) 

2、、、、角色代言人造形角色代言人造形角色代言人造形角色代言人造形 

由於前述論及多數使用角色代言人之造形為虛構人物，可見虛構人物造形在一般消費

市場上的使用較為頻繁，因此在商品類別的選擇上，則以較多使用虛構人物造形代言人為

優先。Callcott & Lee(1994)的商品種類中非耐久財商品包含農產品

(Cereal/Fruit/Vegetables)、零食(Candy/Snacks)、餐廳(Restaurants/Shopping)、食品飲料

(Food/Beverages)、以及 Soap/Cleaners(清潔用品)等。就非耐久財商品所使用的角色代言人

來看，最多使用虛構人物造形的商品類別是餐廳(Restaurants/Shopping)，所佔之比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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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4%(表 4.3.7)，遠高於其他類別。 

 

表 4.3.7：美國角色代言人之非耐久財商品類別與角色造形之分析表 

 角色代言人造形角色代言人造形角色代言人造形角色代言人造形 

非耐久財商品非耐久財商品非耐久財商品非耐久財商品 虛構人物 動物擬人 科幻角色 產品擬人 

農產品(Cereal/Fruit/Vegetables) 45 35 － 20 

零食(Candy/Snacks) 15.3 19.2 26.9 38.5 

餐廳(Restaurants/Shopping) 89.4 10.5 － － 

食品飲料(Food/Beverages) 13.3 10 － 76.7 

清潔用品(Soap/Cleaners) 20 60 － 20 

單位：百分比 

資料來源：Callcott & Lee(1994) 

 

從 Callcott & Lee(1994)的研究資料顯示餐廳類型的商品最常運用虛構人物造形的角色

代言人，像是麥當勞叔叔。然而由於消費者對既有的角色代言人印象深刻，也較為瞭解，

為避免受測者對同類型餐廳之不同角色代言人產生比較心態，因此本研究試圖採用屬於餐

廳類型，但鮮少使用角色代言人的商品，如冰淇淋。國內目前知名的冰淇淋連鎖餐廳，像

是 Häagen-Dazs 以及 Cold Stone 等皆未使用角色代言人，可以避免受試者比較同類餐廳的

角色代言人。 

 

此外，因為知名品牌是否運用角色代言人，受試者很容易察覺，為了符合真實情境，

不使用知名品牌名稱，以減少對角色代言人的真實性之質疑。因此本研究在商品的選擇上

欲以自創品牌之冰淇淋為目標商品。 

 

由於本研究目標角色代言人需是一般消費者未曾見過的低知名度角色人物，因此本研

究搜尋並採用國外之角色代言人，以降低消費者對角色代言人既有的印象與態度，並於問

卷中增設受試者對於目標角色人物是否有印象之題項以檢定目標角色代言人的知名度。 

 

角色代言人在目標商品為冰淇淋、低知名度與虛構人類造形的條件下，本研究選擇來

自新加坡的 Icekimo 為角色代言人。Icekimo 是於 2005 年 7 月 2 日在新加坡成立的一家非

連鎖冰淇淋專賣店，其醒目的招牌即是由可愛的角色代言人 Icekimo（如圖 4.3.4）為主角。

本研究選擇 Icekimo 之原因有三，首先，由於台灣消費者對於新加坡的消費資訊感興趣程

度比起日本、香港以及美國等較低；再者，由於 Icekimo 為非連鎖形式之冰淇淋專賣店，

相形之下，知名度並沒有其他連鎖型式的冰淇淋專賣店來的高，因此可以減少受試者看過

或者對角色代言人有印象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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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原版 Icekimo 造形 

 

最後，Icekimo。本研究於文獻探討論及可愛元素時，認為可愛來自於一個角色人物是

否能擁有大眼、頭大身小比例、以及擬人化等三大元素。本研究所選擇之角色代言人為

Icekimo，其大瞳孔的雙眼明顯佔臉部較大比例，符合可愛定義的第一個元素；而其頭身比

例約略為六比四，符合頭大身小的可愛比例；此外，余淑吟(2004)指出擬人化的表現特點

在於肢體特色與外顯個性，由於 Icekimo 外型已是人類造型，因此在肢體特色上透過毛帽

與手套的配件以及吃冰淇淋的動作，提高 Icekimo 的擬人化程度。另一方面，Icekimo 的臉

部表情亦賦予其樂觀開朗之個性表現，使其更具人類特質。因此本研究選擇之目標角色代

言人 Icekimo 符合本研究之可愛定義。然而，由於原版的角色代言人的毛帽造形線條過於

複雜，且不夠圓滑，較不具親切感，因此本研究針對角色代言人頭部進行簡化與圓潤線條

的步驟，使角色代言人造形更具可愛感。修改後的角色代言人如圖 4.3.5，此外，也根據先

前的可愛因素，逆向操作將可愛角色代言人修改成不可愛的角色代言人如圖 4.3.6。 

          

    圖 4.3.5：可愛角色代言人      圖 4.3.6：不可愛角色代言人 

 

3、角色代言人造形可愛角色代言人造形可愛角色代言人造形可愛角色代言人造形可愛與否與否與否與否前測前測前測前測 

(1)、目的說明： 

本研究欲操弄的變項為「可愛與否」，在角色代言人的外型上需塑造「可愛」與「不可

愛」兩種造形。針對兩種不同造形的角色代言人，本研究欲透過前測瞭解受試者能對否對

不同造形的角色代言人產生可愛與不可愛的認知，以確保正式實驗時，兩種造形的角色代

言人能夠在可愛認知上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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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測對象： 

本研究採取方便樣本，以政治大學廣告所碩士班一二年級為母體，抽取二十位同學為

受試者，針對問卷內容進行相關評分，其中男性 8人、女性 12 人。 

 

(3)、測量方式： 

本研究針對現有角色人物進行可愛分析，採取林怡伸(2003)對吉祥物偏愛之問卷題

項，將吉祥物等指稱修改為本研究所指稱的角色代言人，並加入以不同修辭的題項，如「看

起來是有吸引力的」、「看起來是有趣的」等，來測量角色代言人可愛的概念，最後加上「是

否曾經看過此角色代言人」以確保受試者未曾看過此角色代言人，問卷共計共 18 題作為前

測的題項(前測問卷請參見附件二)，並以 Likert 七點量表表達其對題項的同意程度(越趨

近 1代表越不同意，越趨近 7代表越同意)。 

 

(4)、前測結果： 

前測結果如下表，無論是在角色代言人造形上還是整體可愛程度上，可愛造形角色代

言人的平均值皆大於不可愛角色代言人的平均值，且兩者的成對樣本 T檢定的結果達到顯

著性標準(見表 4.3.8)，此結果即表示出可愛角色代言人與不可愛角色代言人確實存在差

異。此外，所有受試者也皆未曾看過此角色代言人，表示此角色代言人並未出現在台灣消

費市場上，適合擔任本研究的實驗刺激物。 

 

表 4.3.8：可愛與否前測結果 

可愛 不可愛 
題項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自由

度 
P 

它的眼睛佔五官比例較大 4.65 1.46 3.25 1.62 19 .00 

它的大瞳孔雙眼看起來很可愛 4.85 1.50 3.55 1.82 19 .03 

它的臉部有親切友善的感覺 5.30 1.53 4.20 1.44 19 .01 

它擁有較大比例的頭部 6.35 1.04 4.65 1.50 19 .00 

它擁有頭大身小的造型 6.55 0.69 4.20 1.85 19 .00 

它的四肢相較之下較粗短 4.90 1.33 3.10 1.68 19 .00 

它看起來像是幼年的 5.30 1.26 2.95 1.57 19 .00 

它看起來像是未成年的 5.50 1.43 3.35 1.63 19 .00 

它的肢體動作很可愛 5.30 1.56 3.40 1.43 19 .00 

身上配件讓它看起來更親近 4.45 1.36 2.90 1.07 19 .00 

我能藉由臉部造型感受到它的

個性 
5.55 1.00 4.35 1.23 19 .00 

它能引起我的興趣 4.65 1.46 3.20 1.28 19 .00 

它能給我愉快的感覺 5.30 1.45 3.45 1.50 19 .00 

它能給我開心的感覺 5.15 1.46 3.65 1.53 19 .00 

它很可愛 5.15 1.42 3.00 1.30 19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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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看起來有吸引力 4.55 1.50 2.90 1.33 19 .00 

它看起來是有趣的 5.05 1.50 3.75 1.74 19 .00 

 

（（（（四四四四））））、角色代言人角色代言人角色代言人角色代言人網頁網頁網頁網頁廣告廣告廣告廣告與推薦與推薦與推薦與推薦方式前測方式前測方式前測方式前測 

1、、、、廣告文案廣告文案廣告文案廣告文案 

從 2007 年 EICP 東方消費者行銷資料庫顯示消費者購買冰淇淋的前三項考慮因素為

口味好/濃(79.3%)、口味特殊(33.5%)、以及成分天然(30.0%)(見表 4.3.9)。此外，從性別上

來看，兩性之間對冰淇淋之購買考慮因素沒有差別，皆以上述三點為優先考慮購買因素。

因此本研究的實驗廣告圖稿文案依據消費者對冰淇淋的購買因素做為文案撰寫的切入點。 

 

表 4.3.9：EICP2007 冰品購買因素比例表 

冰棒冰棒冰棒冰棒/冰淇淋等冰品冰淇淋等冰品冰淇淋等冰品冰淇淋等冰品－－－－購買考慮因素購買考慮因素購買考慮因素購買考慮因素(3 項項項項) 

％ 全體 男 女 

口味好/濃 79.9 79.4 80.4 

口味特殊 33.5 33.0 34.0 

價位較低 25.0 22.8 27.0 

產品流行性 10.1 12.1 8.2 

低脂 15.9 14.5 17.2 

天然成份 30.0 31.9 28.2 

知名品牌 23.6 23.2 24.0 

廣告吸引人 3.4 3.7 3.2 

包裝漂亮 5.1 5.4 4.8 

進口品牌 3.0 3.3 2.8 

購買方便 23.3 23.4 23.2 

有促銷/特價 9.7 8.7 10.6 

品牌形象佳 6.7 6.3 7.0 

包裝形式 1.6 1.7 1.4 

容量大小 3.3 3.3 3.4 

嚐試新口味 7.5 6.7 8.2 

其他 0.0 0.0 0.0 

不知道/忘記了 0.0 0.0 0.0 

樣本數 961 461 500 

資料來源：2007 年 EICP 資料庫 

 

本研究的廣告文案以條列式說明冰淇淋的口味好、口味特殊、以及天然成分等三大購

買因素，並於每個購買因素文案加上小標，以便凸顯三大購買因素，本研究的廣告文案如

下表 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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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0：實驗廣告文案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廣告文案廣告文案廣告文案廣告文案 

大標大標大標大標 享受極致的冰淇淋滋味享受極致的冰淇淋滋味享受極致的冰淇淋滋味享受極致的冰淇淋滋味 
對應之購買因素對應之購買因素對應之購買因素對應之購買因素 

舌尖化不開的濃郁舌尖化不開的濃郁舌尖化不開的濃郁舌尖化不開的濃郁 

「濃」、「醇」、「香」是 Icekimo 製作冰淇淋的三大標

準，絕對符合挑嘴的您對冰淇淋濃郁口感的期待。 

口味好口味好口味好口味好/濃濃濃濃 

應有盡有的口味選擇應有盡有的口味選擇應有盡有的口味選擇應有盡有的口味選擇 

別以為 Icekimo 的口味只有你想得到的基本款，琳瑯

滿目的口味，多達三十幾種，等著挑逗您的味蕾。 

口味特殊口味特殊口味特殊口味特殊 內文內文內文內文 

100%天然天然天然天然 - 100%滿足滿足滿足滿足 

Icekimo 的所有冰淇淋都以 100%純天然原料製作，也

只有這份堅持才能帶您體驗純天然的原味風貌。 

成分天然成分天然成分天然成分天然 

 

 

2、、、、推薦推薦推薦推薦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在推薦的方式上，本研究依照 Callcott and Lee(1995)的定義將推薦方式分為主動與被

動兩種。本研究於實驗刺激物上，即平面廣告上，除了有角色代言人的造形不同之外，主

動推薦方式則在產品或品牌資訊上與角色代言人做聯結，如角色代言人旁附上對話框，推

薦產品或說明品牌資訊；而被動的推薦方式則是將角色代言人與產品或品牌資訊的聯結分

開，使受試者可以明顯分辨角色代言人推薦方式的不同。 

 

此外，在廣告文案上也略做修改，為了強調主動的推薦方式，在角色代言人的造形下

方加入「為你推薦」的字樣，並且也將根據購買因素而設計的廣告小標改成具有相互對話

的語氣，以突顯角色代言人主動的推薦方式；而被動推薦方式則沒有「為你推薦」的字樣，

廣告小標也維持先前的文字敘述。主動與被動的廣告小標差異如表 4.3.11，而主動與被動

廣告樣式如圖 4.3.7 與圖 4.3.8。 

 

 

 

表 4.3.11：主動與被動廣告內文小標差異 

推薦方式 主動主動主動主動 被動被動被動被動 

大標 享受極致的冰淇淋滋味 享受極致的冰淇淋滋味 

讓你的舌尖佔據濃醇香讓你的舌尖佔據濃醇香讓你的舌尖佔據濃醇香讓你的舌尖佔據濃醇香 舌尖化不開的濃郁舌尖化不開的濃郁舌尖化不開的濃郁舌尖化不開的濃郁 

讓你的口味選擇更多元讓你的口味選擇更多元讓你的口味選擇更多元讓你的口味選擇更多元 應有盡有的口味選擇應有盡有的口味選擇應有盡有的口味選擇應有盡有的口味選擇 內文小標 

讓你體驗讓你體驗讓你體驗讓你體驗 100%天然與滿足天然與滿足天然與滿足天然與滿足 100%天然天然天然天然 - 100%滿足滿足滿足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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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7：主動推薦方式圖稿(可愛 vs 不可愛) 

  

圖 4.3.8：被動推薦方式圖稿(可愛 vs 不可愛) 

 

3、推薦推薦推薦推薦方式方式方式方式前測前測前測前測 

 (1)、目的說明： 

本研究另一個操弄變項為廣告中角色代言人的推薦方式，分為主動推薦與被動推薦。

前測目的在於測試實驗廣告中主動與被動的推薦方式是否對受試者具有差異性，確保正式

實驗時，推薦方式的變項操弄能夠成功。 

 

(2)、前測對象： 

本研究採取方便樣本，以政治大學廣告所碩士班一二年級為母體，抽取二十位同學為

受試者，針對問卷內容進行相關評分，其中男性 8人、女性 12 人。 

 

(3)、測量方式： 

請受試者閱讀一則主動推薦方式的實驗廣告或是一則被動推薦方式的實驗廣告，以

Likert 七點量表表達其對題項的同意程度(越趨近 1 代表越不同意，越趨近 7 代表越同

意)。所使用的題項為：「網頁中角色代言人(Icekimo)是主動的推薦商品」；「網頁中角色

代言人(Icekimo)有直接推薦商品的優點」；「網頁中角色代言人(Icekimo)只是吸引人的符

號而已」。(前測問卷請參見附件二) 

 

(4)、前測結果： 

前測結果如下表所示，就題項「網頁中角色代言人是主動的推薦商品」與「網頁中角

色代言人有直接推薦商品的優點」的平均數來看，主動推薦方式都高於被動推薦方式，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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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間亦達到顯著差異(見表 4.3.12)。而題項「網頁中角色代言人只是吸引人的符號而已」

並未達到顯著差異，可能是題項內容無法區分推薦方式之差異，因此在正式實驗問卷中刪

除此題項。 

 

表 4.3.12：推薦方式前測結果 

主動 被動 
題項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自由

度 
P 

網頁中角色代言人是主動的推

薦商品 
5.25 1.29 3.00 1.50 19 .00 

網頁中角色代言人有直接推薦

商品的優點 
4.75 1.60 2.78 1.48 19 .01 

網頁中角色代言人只是吸引人

的符號而已 
4.50 1.83 4.67 1.50 19 .83 

 

三三三三、、、、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與樣本蒐集方式與樣本蒐集方式與樣本蒐集方式與樣本蒐集方式 

由於角色代言人吸引的目標消費者不再只是兒童，早已擴及一般消費大眾。因此本研

究將針對一般消費大眾進行研究。由於多數角色代言人故事，除了在一開始推廣時的公關

新聞報導時露出，多數資訊是刊載於企業網站，可見多數網路使用者是角色代言人的觀看

者，因此將網路使用者當作本研究之研究母體，然而缺乏樣本母體名單，所以採自願樣本

(volunteer subjects)，徵求網路使用者自願參與實驗，每個實驗組各需 20 名受試者，共 160

名，徵求時間為期一個月。招募方式透過網路宣傳，來源如下： 

 

（（（（一一一一）、）、）、）、電子佈告欄電子佈告欄電子佈告欄電子佈告欄（（（（BBS, Bulletin Board System））））張貼實驗資訊張貼實驗資訊張貼實驗資訊張貼實驗資訊 

    於全台使用人口最多的批踢踢實業坊(telnet://ptt.cc)BBS 站上，以有獎徵答方式徵求自

願參與的網友。除了各系所版之外，亦於廣告(AD)版上張貼實驗訊息，吸引平時會注意廣

告的版友。另外，也在批踢踢 2(telnet://ptt2.cc)的一些朋友個人版上張貼相關資訊。 

 

（（（（二二二二）、）、）、）、EMAIL 轉寄轉寄轉寄轉寄 

    本研究採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請周遭朋友相互轉寄相關實驗訊息，增加實

驗訊息的曝光量，以利收集足夠的樣本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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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實驗實驗實驗實驗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圖 4.4.1：實驗流程圖（詳細網頁流程請參閱附件三） 

角色故事角色故事角色故事角色故事    

網路新聞稿網路新聞稿網路新聞稿網路新聞稿    

廣告網頁廣告網頁廣告網頁廣告網頁    

正式問卷正式問卷正式問卷正式問卷    

說明頁說明頁說明頁說明頁    

說明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欲瞭解消費者對網頁新聞資訊之理解

程度。 

隨機分組隨機分組隨機分組隨機分組    

以隨機方式將受試者分別分配至八個組別。 

再請受試者瀏覽一則網路上關於角色代言人故事的新聞報導

或是不需瀏覽（無角色代言人故事組不需要）。 

最後再請受試者瀏覽一則角色代言人廣告網頁。 

透過線上問卷形式衡量受試者對於有角色代言人廣告的記憶

程度、廣告可信度、廣告態度、品牌態度和購買意願。 

中性故事中性故事中性故事中性故事    

網路新聞稿網路新聞稿網路新聞稿網路新聞稿    
請受試者先瀏覽一則網路上關於新聞人物故事的中性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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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變項與概念化操作變項與概念化操作變項與概念化操作變項與概念化操作 

一一一一、、、、自變項自變項自變項自變項 

（（（（一一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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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的是消費者對角色代言人的可愛程度認知。由於從文獻探討中可得可愛造型元素包

含大眼、頭身比例、擬人化程度、以及整體印象等。因此本研究藉由這些元素對可愛概念

進行操弄檢定，方可對可愛概念進行實驗操弄。 

 

本研究針對現有角色人物進行可愛分析，採取林怡伸(2003)對吉祥物偏愛之問卷，將

吉祥物等指稱修改為本研究所指稱的角色代言人，並加上對角色人物肢體動作的可愛與否

作為操弄檢定的題項，採Likert七點衡量尺度，越趨近1表示非常不同意，越趨近7表示非常

同意，題項如下表4.5.1。 

 

表 4.5.1：角色代言人造形可愛量表 

對應之可愛元素對應之可愛元素對應之可愛元素對應之可愛元素    題項題項題項題項    

它的眼睛佔五官比例較大 

它的大瞳孔雙眼看起來很可愛 大眼 

它的臉部有親切友善的感覺 

它擁有較大比例的頭部 

它擁有頭大身小的造型 頭身比例 

它的四肢相較之下較粗短 

它看起來像是幼年的 

它看起來像是未成年的 

它的肢體動作很可愛 

身上配件讓它看起來更親近 

擬人化程度 

我能藉由臉部造型感受到它的個性 

它能引起我的興趣 

它能給我愉快的感覺 

它能給我開心的感覺 
整體印象 

它很可愛 

 

（（（（二二二二）、）、）、）、角色故事角色故事角色故事角色故事 

角色故事指的是企業自創角色代言人的故事。一般來說，角色故事的鋪陳主要在引導

消費者對角色代言人有正面的認知與情感。因此本研究在角色代言人故事的內容上屬於正

面故事，讓受試者有正面的認知與情感反應，以符合實際情形。 

 

（（（（三三三三））））推薦推薦推薦推薦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在推薦的方式上，本研究依照 Callcott and Lee(1995)的定義將推薦方式分為主動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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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兩種。主動推薦方式指的是角色代言人於廣告中呈現產品示範或證言，而被動推薦方式

指的是角色代言人沒有推薦產品或說明品牌資訊，而只是出現於廣告中。 

 

（（（（四四四四））））著迷著迷著迷著迷(being hooked)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雖然角色代言人具備故事，但並不表示受試者皆會受到角色代言人故事的吸引。有

鑑於此，本研究於問卷中加入著迷程度的問項以測量受試者對故事的著迷程度，以利探討

著迷程度是否會對依變項有所影響。 

 

著迷程度是指受試者對受到角色代言人故事吸引程度。本研究採取 Chang(2006)所採

用的著迷量表，並參考其測量資料篩選出較具效度的四個題項，用以測量受試者在瀏覽完

角色代言人故事後受到吸引的程度。測量題項分別為：「這個故事很吸引我的注意」；「這

則故事讓我讀得進去」；「這則故事令我讀得入迷」；「我看完之後很有共鳴」等。以 Likert

七點尺度量表衡量，越趨近 1 表示非常不同意，越趨近 7 表示非常同意。 

 

二二二二、、、、應變項應變項應變項應變項 

（（（（一一一一）、）、）、）、廣告記憶程度廣告記憶程度廣告記憶程度廣告記憶程度 

指受試者對於廣告內容的回憶能力。根據 John and Whitney(1986)的認知結構將廣告內

容認知分為兩個部分：一為廣告內容的實質瞭解，如中心主旨，一為廣告形式的瞭解程度，

如顏色、產品或角色代言人的特徵描述。本研究則以兩個題項作為測量廣告記憶的題目，

第一於受測者瀏覽完廣告之後，先詢問受試者是否記得廣告中的產品為何？第二則再進一

步詢問受測者是否記得產品品牌的名稱。 

 

（（（（二二二二）、）、）、）、廣告可信度廣告可信度廣告可信度廣告可信度 

本研究引用 Chang(2002)的廣告可信度量表，並參考其測量資料篩選出效度較高的四

個題項，用以詢問受試者瀏覽網頁廣告後對其感覺如何。測量題項為：「這廣告是有說服

力的」；「這廣告是合理的」；「這廣告是可相信的」；「這廣告是真實的」等。以 Likert

七點尺度量表衡量，越趨近 1 表示非常不同意，越趨近 7 表示非常同意。 

 

（（（（三三三三）、）、）、）、廣告態度廣告態度廣告態度廣告態度 

消費者對廣告所反應的喜好與否之傾向。本研究採用Dotson and Hyatt(2000)的廣告態

度量表，並參考Chang(2005)研究資料篩選出三個題項來測量受試者對此廣告的感覺為何。

測量題項為：「這廣告是令人愉快的」；「這廣告是令人喜歡的」；「這廣告是有趣的」

等。以Likert七點尺度量表衡量，越趨近1表示非常不同意，越趨近7表示非常同意。 

 

（（（（四四四四）、）、）、）、品牌態度品牌態度品牌態度品牌態度 

消費者對特定品牌喜好與否的傾向。本研究使用Garretson and Niedrich（2004）的題項

來測量受試者對Icekimo的品牌感覺如何，測量題項有四分別為：「我喜歡廣告中的品牌」；

「我認為廣告中的品牌是討人喜歡的」；「我認為廣告中的品牌很好」；「我對廣告中的

品牌印象是正面的」等。以Likert七點尺度量表衡量，越趨近1表示非常不同意，越趨近7

表示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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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購買意願購買意願購買意願購買意願 

    指受試者對廣告中產品購買的可能性。本研究採用 Zhang(1993)的題項來測量受試者對

於廣告中產品的購買可能性，測量題項有三分別為：「您對廣告中產品可能購買」；「您對廣

告中產品大概會購買」；「您對廣告中產品也許會購買」。以 Likert 七點尺度量表衡量，越趨

近 1 表示非常不同意，越趨近 7 表示非常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