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首先針對廣告的概念及分類進行闡述，再進而介紹網路廣告

之種類及特性，並將其與傳統廣告做一比較，最後再針對網路廣告商

業模式及計價方式之文獻進行蒐集，期望藉由上述文獻對網路廣告做

全面性之分析與探討。 
 
 
第一節 傳統廣告的概念  
 
  本節將針對傳統廣告的理論進行介紹，藉以了解網路廣告與傳統

廣告在傳播方式之差異，以下將從廣告傳播理論、傳統廣告媒體的類

型及特性以及計價方式進行闡述。 
 
 
壹、廣告傳播介紹 
 
    根據 Hoffman & Novak[1996]將傳播理論以層面性來分類分為大

眾傳播媒體、人際傳播媒體以及網際網路傳播媒體。以下將針對上述

三種傳播媒體理論進行介紹。 
 
一、大眾傳播媒體 
    傳統媒體的特色是一對多的一種通訊過程，廣告主透過媒體將訊

息傳送給消費者，在整個過程中，廣告主和消費者並不是互動的關

係，消費者是處於被動的接受狀況。如圖 2-1 所示，傳統大眾傳播多

是以這種溝通模式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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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 傳統一對多溝通模式圖 
資料來源：Hoffman & Novak[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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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際傳播媒體 
    圖 2-2 展示出的是一個人際關係的通訊模式，從發送者到接收者

之間的通訊是以傳統模型為基礎。實線和虛線表示透過媒體到消費者

之間的通路。這個模型合併了雙向互動的回饋(Feedback)觀念，能解

釋在一連串通訊交換中，較晚的訊息與之前較早交換的訊息之間相關

的程度。這個模式可以很容易的拓展成多對多的人際化的通訊，如電

信會議，面對面的群組會議，或是線上的聊天室。人際間的互動是這

類模式與大眾傳播模式之間的區別，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資訊交換。

媒體在此就等於是一種管道，連接發送者和接收者。也可以說超媒體

電腦中介環境(Computer-Mediated Environments, CME)是一個動態分

配網路，是全球性的，是與進出網路所需的軟、硬體有關聯性，而且

使消費者與廣告主能雙向互動的存取超媒體內容(電腦互動)，透過媒

體達成溝通(人的互動)。 
 

消費者

消費者

訊息內容

訊息內容

媒體

 
 

圖 2- 2 人際互動模式圖 
資料來源：Hoffman & Novak[1996] 

 
三、網際網路傳播媒體 
    網際網路可以視為是一種傳播媒體，但因其高度互動的特性，使

其無法簡單的歸類為傳統的大眾傳播媒體或是人際傳播媒體，而比較

類似兩者的結合。圖 2-3 中所展出的就是一個網路中介傳播的模型，

媒體就是一個分散型的網路，根據圖 2-3 模型的理論，當與一個電腦

中介環境互動時，消費者能夠察覺兩種環境：使用者所存在的環境，

以及由電腦中介傳播所定義的環境。相較於傳統媒體，網際網路一者

可以一對一、一對多和多對多的特性，可以讓廣告主和消費者直接在

網路上進行溝通，沒有傳統媒體的限制。二者可以透過網際網路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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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產生訊息上的交換以及互動，雙方關係是雙向往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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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 多對多溝通模式圖 
資料來源：Hoffman & Novak[1996] 

 
 藉由這種多對多的溝通模式，網際網路傳播媒體較傳統傳播媒體

具多出下列特色[潘邦順，1996]： 
 
(一) 內容多元化：網際網路媒體由於不再受限於版面以及時間，因此

其可以提供大量的內容給閱聽者。 
 
(二) 任何人可以成為傳播者：網路使用者不僅可以是閱聽者，也可以

在網路上發表自己的言論或是轉錄他人的文章成為另一個傳播

者，也因此網際網路的作用(效果)是十分大的，透過一傳十，十

傳百，使得網際網路媒體較傳統媒體更具有連鎖性及放大作用。 
 
(三) 沒有守門人：傳統媒體有守門人把持，管理媒體上所傳播的內

容，但在網際網路上自由言論的風氣更盛，使用者可以在幾乎沒

有管理者情況下，任意的發表言論，一切的言論都由閱聽者自行

過濾。 
 
(四) 回饋快速容易：網際網路媒體不需要特殊傳媒即可以與使用者互

動，擺脫了過去傳統媒體無法互動的問題。 
 
(五) 高度即時性 

24 小時的全天候服務，讓用戶不再受限於時間和地點，想要什麼

時候進行交易或通訊，就可以即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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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進入門檻低 
網際網路在成本方面是以「固定成本、生產成本、散布成本低，

行銷成本高」的模式[Picard, 2002]，因此對於網站經營者或是服務提

供商而言，進入網路市場的成本相對於其他行業是較低的。 
 
(七) 不易壟斷與控制 

由於網路不被任何企業獨占，所以使得網路成為全球都可使用的

通路，造成網路媒體必須透過閱聽者長期的在上面交換訊息才能創造

價值，所以一個良好的網站必須要有一個回饋迴圈(Feedback Loop)
的機制。 
 
(八) 處理能量大 

隨著技術的進步，透過網路可以迅速的完成交易，並利用網際網

路媒體幫助用戶同時得到多處不同的資訊，加速了企業的工作流程。 
 
    儘管網際網路媒體擁有以上特性對傳統媒體帶來了衝擊，然而網

際網路媒體的營收僅依賴廣告收入與電子商務，在獲利方面顯然十分

吃力。因此，如何利用網路廣告的計價發展出一套可行的經營模式以

幫助其獲利，是個需要探討的問題。 
 
 
貳、廣告之定義與類型 
 

媒介經濟學者 Picard[1989]認為，媒體經營的邏輯是，運用可得

的資源，面對來自閱聽眾、廣告主及整個社會對於資訊與娛樂的欲求

與需求。根據媒介經濟學的看法，媒體與其他商業性機構最大的不同

之處在於，媒體的市場結構是「雙元的產品市場」(The Dual Product 
Market)結構，其主要市場有二：第一個市場就是財貨(Good)市場，也

就是藉由媒介產品內容，讓閱聽者以金錢或時間來交換媒介所提供的

產品內容；第二個市場就是廣告市場，即媒介以產品交換閱聽人的時

間，再將閱聽人時間賣給廣告主。 
 

  就廣告與媒體的互動而言，廣告業是依附大眾傳播媒體發展而興

起的，且廣告主與媒體單位的互動關係是間接的，主要是透過廣告業

為中介在進行。然而在新興的網路媒體中，廣告主刊登廣告不再需要

透過廣告業進行仲介，因此使得廣告傳播市場有了改變。以下針對廣

告之定義以及類型進行說明。 
 
一、廣告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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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Advertising) 的英文是由拉丁文(Advertere)轉化而來，其原

意為「轉變方向，加予注意」[蔡焜霖，1993]。雖然有關廣告的研究

已達百年之久，但對於「廣告」一詞之定義始終沒有統一，茲將國內

外學者專家們對於廣告的定義加以彙整如下： 
 

(一)國際商會(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 
對市場的商品、服務、或商務上的概念，做非親身的多次陳述，

由一位可確認的廣告客戶付款給其傳達訊息的運送者(即廣告媒

體)；與宣傳報導(Publicity)之區別，在於後者並不付款給媒體，也不

必確認廣告客戶。 
 

(二)美國廣告主協會(Association of National Advertiser Inc.) 
廣告是付費的大眾傳播，其最終目的為傳播資訊，改變人們對廣

告產品的態度，誘發其行動，使廣告主得到利益。 
 

(三)美國行銷協會定義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Definitions of The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廣告是由可確認的廣告主，將其觀念、商品或服務，以付費的方

式，所作之任何非親身陳述與推廣。 
 

(四) Colley[1961] 
廣告是付費的大眾傳播，其最終目的為傳遞情報，改變人們對商

品之態度，誘發其行動而使廣告主得到利益。 
 
(五) Krugman & Barban [1978] 
    廣告是由團體或個人付費，經由各種媒體的非親身傳播，能以某

種方法在廣告訊息中識別出廣告主的產品或服務，而廣告主利用廣告

來告知或說服特定的對象。 
 

(六) Sandage[1983] 
廣告是由明確的廣告主，藉由各種付費媒體，以傳播帶有說服意

圖的資訊，而其採用的方式為非人員的溝通。 
 
(七)Keller[1998] 
    廣告是一項大眾傳播觀念之結合，他將有關商品的任何訊息傳遞

給數以百萬的消費者。 
 
(八)Kotler[1999] 

在標示有資助者名稱，並透過有償媒體(paid media)所從事的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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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員或單向形式的溝通。 
 
(九)Engel, Blackwell and Miniard[2001] 

廣告是一種透過大眾傳播媒體，以進行的說服性溝通。 
 
(十)Wikipedia[2006] 
  廣告是廣而告之的簡稱，可以泛指一切不針對特定對象的公告，

包括公益廣告、旅遊廣告、商業廣告等等。然而，日常生活中所指的

「廣告」往往特指商業廣告，即用於推廣貨品、服務、或理念的付費

公告。每則廣告由訊息與傳遞訊息的媒介構成。廣告僅是全部行銷（即

營銷，市場營銷）策略中的一環。英文中 Advertising 指整體的廣告

行動。而為了達到廣告目的所刊登的每一則廣告則用 Advertisement
這個字表示。 
 

從上述學者及組織的定義中可以歸納出廣告的要素，包括了「廣

告主」、「訊息」、「媒體」和「消費者」，故本研究將廣告定義為由廣

告主付費，對一項商品、一個觀念或一項服務，針對消費者所進行的

傳播活動。 
 
二、廣告之類型 
  廣告之類型會因分類的取向不同而有不同的概念，以下就以常見

的分類方式來說明廣告有哪些類型項目(如表 2-1)。 
 

表 2- 1 廣告類型 
區隔 類型 

依傳播媒介 報紙廣告、雜誌廣告、郵件廣告、廣播廣告……

等。 
依傳播範圍 國際性廣告、全國性廣告、地區性廣告、賣點廣

告。 
依傳播對象 女性廣告、兒童廣告、銀髮族廣告……等。 
依廣告訴求 理性廣告、感性廣告。 
依廣告目的 營利廣告、非營利廣告。 
依廣告功能 商品廣告、促銷廣告、企業形象廣告、政治廣告、

贊助廣告。 
資料來源：蕭湘文[2005] 

 
 
參、傳統廣告媒體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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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商業廣告媒題包括：廣告欄、印刷傳單、廣播、電影和電視

廣告、網路橫幅、網路、空中廣告、公車站臺、雜誌、報紙、推銷員

工、公車側身、商品標籤、音樂和視頻，以及某些票券背面等。其實

只要是廣告主願意付費以宣傳其企業和商品達到其預期目的的任何

媒介都是廣告的形式。 
 

台灣目前規模最大、最常被廣告主使用的媒體依序是電視、報

紙、廣播、雜誌。這些媒體企業都有各自遵循的定價方針與政策[蔡
念中，1997]。以下將介紹上述四種傳統媒體之特性與其廣告方式[蔡
瑤昇等，2001; 蕭湘文，2005]。 
 
一、電視廣告 
 
(一)電視廣告的特性 
1.注目性：電視具有視覺和視覺上的描述能力，具有較強的注目性。 
2.印象性：動畫和聲音相互襯托，印象深刻。 
3.同時性：資訊的實效性高、具有較強的應變能力。 
4.反覆性：能夠反覆播出、對提高認知率有特效。 
 
(二)電視廣告方式 
1.資訊式廣告：以提供產品資訊為主，不受限於時間，因此可以有較

長的時間對產品進行詳細的說明。 
2.跑馬燈廣告：主要出現在畫面的左右方或上下兩側，以流動字幕出

現不同的產品訊息。 
3.節目化廣告：將產品訊息製作成談話性節目的形式，有主持人、來

賓、專家，並在不同的時段重複播放。 
 
二、報紙廣告 
 
(一) 報紙廣告的特性 
1.刺激性：報紙廣告帶有新聞性、時間性，廣告本身就是一篇新鮮的

事物，廣告希望當天就能售出產品，所以除非產品有任何新的更換，

或廣告有何新的訴求，廣告主不做報紙廣告。報紙廣告的效果與新

聞價值成正比。 
2.籠罩地方市埸：全國性或地方性的廣告戶都希望找到能籠罩全區的

媒體。報紙在地方性的市場即具有如此的權威。 
3.發動快速銷售：全國性廣告利用雜誌廣告，聯播廣告很難獲得直接

反應，好在廣告是一種長期性的投資。不過報紙廣告的讀者有如立

竿見影，在二十四小之內就發生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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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持續性：如果廣告主相信經常刊載是廣告成功的要素，最好是利用

日報刊載廣告。 
5.標價：全國性的廣告主無法利用其他全國性媒體實行標價，因為各

地運費不一致，代銷政策不一致，價格的差別極大，但全國性報紙

的地方版可以加以區分。 
 
(二)報紙廣告方式 
1.專版廣告：由報社記者協助採訪撰稿某一個特定產品報導，透過報

導方式增加廣告的可信度，藉以招攬廣告業務。 
2.商業性廣告：常態性產品的廣告均屬於此類，這類廣告由廣告業者

發稿，有較廣的消費者訴求。 
3.分類廣告：這類廣告有其制定的格式，例如：寬度不得超過三十行，

高度不得超過四段等。刊登分類廣告的成本較低，其廣告主也相當

多元。 
 
三、廣播廣告 
 
(一) 廣播廣告的特性 
1.兼聽性：可以一邊聽，一邊做其他的事，如開車、工作是其最大的

特點。 
2.個體性：深夜一個人獨自收聽的媒體。 
3.簡便性：廣告製作簡單，所以可以隨時更換廣告內容。 
4.廉價性：費用比電視廣告低，而且可以大量地插播。 
 
(二)廣播廣告方式 
1.聯播：廣告主可以訂購某一全國性廣告聯播電台的時間，同時向全

國市場傳播自己的訊息。 
2.點播：點播的方式為廣告主提供了更大的靈活性，以在短時間內播

出廣告。 
3.地方廣播時間：由地方性廣告主或廣告業者購買電台點播廣告時

間。 
 
四、雜誌廣告 
 
(一) 雜誌廣告的特性 
1.對象的選擇性：雜誌的讀者比報紙的讀者數目少，其性別、年齡、

學歷、收入的背景受雜誌內容的限定。 
2.全國的籠罩性：不拘廣告主的大小，一談到全國性的廣告作戰，則

必須選取雜誌，做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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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優良的廣告製作：報紙所用之紙張較為粗劣，精細的圖片與彩色均

無法複製。有許多產品需要將包裝的細部以精確的彩色傳達於讀

者，報紙即不能勝任，雜誌精美細緻的彩色照相版能滿足此一要求。 
4.保留之期間較長：廣播、電視，稍縱即逝，廣告之內容不易把握，

報紙之壽命不過二十四小時，惟有雜誌的保存期間最長。更為可貴

的是與報紙相比，雜誌是在較為閒暇的時間閱讀。 
5.造成聲勢：若在一份全國性的雜誌，刊載一幅四色印刷的廣告，使

用銅版紙，其炫耀之聲勢，非報紙廣告可比。廣告的精美複製，雜

誌的聲名顯赫以及讀者的高貴教養，都足以為廣告戶與產品增加異

彩。 
 
(二) 雜誌廣告方式 
1.專輯報導的規劃：與報紙的廣告類似，以半版或整頁的新聞特稿編

輯來介紹產品。 
2.出版別冊：除了按期出刊的雜誌以外，雜誌業者更以附贈別冊的方

式來報導特定主題訊息，以吸引閱聽人和廣告主。 
3.活動與廣告結合的規劃：許多雜誌近年來走出採訪報導的經營理

念，也主動找尋廣告主進行活動規劃的結合。 
 
 
肆、傳統廣告之計價方式 

 
在過去的廣告市場中，媒體單位在與廣告主的交易互動關係中扮

演主要的角色，對於廣告刊登的媒體費用與版面握有主要的決定權。

然而電視開著但屋裏沒人；廣告時段換頻道、打電話、打盹；將電視

節目錄下來過後再看，但跳過廣告；看電視的人不需要廣告中的商

品。上述的這些情況都案指出傳統廣告模式讓廣告主白扔了許多錢。

據統計每年全球廣告主白白扔掉的廣告費高達 2,200 億美元，與 2006
年全球廣告業預期總收入 4,280 億美元相比，前者數額之大令人瞠

目。[新華網，2006] 
 
以電視而言，傳統以播出之次數(spot)和時段為計價之依據；以報

業而言，報紙以面積、欄位、行數計算廣告金額，價碼因位置不同而

相異。多數報社會提供大量購買或長期購買的廣告主折扣費率，未享

有折扣的廣告主則按公開價目表計算；以廣電媒體而言，廣告計價多

依時段來區分價格，或依其節目收視率高低來進行收費；雜誌的計價

方式則與報紙類似，ㄧ般依封面裡、封底、封底裡、內頁等不同位置

計算價錢。雜誌不同於報紙的地方在於，廣告的製作可依廣告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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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調整的彈性較大，可接受教特殊的表現方式。[莊樹穎，2001] 
 

大致上說來，電視，廣播，報紙等傳統媒體廣告的計費方式仍是

建立在收視收聽率或發行量閱讀率的基礎之上，以 CPM 為單位計算

廣告費用，即廣告費用為 CPM 乘上媒體接觸人數(收視率或發行量)
再除以 1000，不過各有其特殊的廣告規格。電視廣告的規格是以秒

作為單位，一般分為 5"、15"、30"、60"等；廣播廣告的規格也是以

時間為單位，規格和電視廣告比較類似；報紙廣告和雜誌廣告的規格

則是以版面尺寸為單位，一般以整版、半版、四分之一版、通欄、通

版計算，實際尺寸會因報紙或雜誌版面的大小而不同，也會依不同版

位採不同的計價。 
 

受傳統媒體計費方式的影響，大部分網路媒體服務商也沿用了這

種模式，以網路廣告在客戶端上被顯示 1000 次為基準計費。CPM 計

費方式雖然是由傳統媒體移植到網路上的，但在網路上它卻發揮了較

在傳統媒體上更大的作用和效力。傳統媒體無法對實際接觸廣告資訊

的人數做詳細準確的統計。無論第三方的調查統計工作如何公正詳

盡，最後得到的媒體收視率閱讀率也只是近似值。舉例來說，在報紙

某個版面上做的廣告，廣告主按照其發行量付費，但廣告主卻根本不

知道有多少人看到這則廣告。 
 
  由上述資料可知，由於網路廣告提供全天候的服務，以及呈現畫

面會因為用戶端顯示器的大小、解析度不同，造成其廣告版面在瀏覽

器的大小比例會有所差別，使得其制定規格無法以時間或版面為單

位，但網路媒體可以較傳統廣告更精確的計算廣告被讀者看到的次

數，使得網路廣告之效果評估將比傳統廣告來的更為容易。 
 
 
第二節 網路廣告之發展 

 
在網際網路迅速發展之際，為人類帶來許多新的生活體驗與商業

機會，各項傳統產業也都紛紛嚐試採用網路的方式，以期在數位時代

追求不同以往的效益。如同 Zeff & Aronson[1999]所言，網際網路是

全球最大的網絡連結體系，可用以建立各項資訊的連結，其中企業體

更是期望能夠利用網站的建置來開啟數位領域的市場。例如媒體公司

Time Warner 也利用網路開啟在網路商業中的活動，其中「網路廣告」

也成為網路商業活動中成長最快速的主要收入來源。 
 
網路廣告的發展歷史很短，在 1990 年非凡(Prodigy)商業線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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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開使將廣告內容放入網路中，且納入營收的來源之一，同時許多

公司也開始利用網路張貼廣告宣傳。而在 1994 年時，坎特及席爾格

法律事務所(Center And Sieget)，在新聞討論區任意張貼廣告宣傳，對

討論團體造成干擾，促使網路社群的強烈抗議，也讓網路廣告經歷了

垃圾廣告戰(Spam Wars)的階段。然而就在同年，美國的熱線(Hot 
Wired)網站卻也成為網路廣告的始祖。自 1994 年，AT&T 在 wired 網
站上刊登第一個橫幅廣告(Banner)以來，網際網路開闢了新的廣告紀

元。 
 
根據動腦雜誌[1999]報導，網路使用者在一個網路版面所花費的

注意力和耐性，一般而言不會超過 5 秒鐘。因此，廣告主如何得知

自己的廣告在這寶貴的五秒內，真的有擷取到網路使用者之目光，達

到其網路廣告成本之效益，成為廣告主及網路媒體業者計價方式之一

大挑戰。 
 

 以下將針對網路廣告之定義進行介紹並與傳統廣告進行比較，說

明網路廣告之優勢與劣勢。 
 

 
壹、網路廣告定義 
 
  網路媒體的特性也對網路廣告產生深遠影響，因網路「跨國際」

的特性，使網路廣告突破種族的藩籬；而超鏈結等「新技術、新概念」

的使用，也使得高度雙向互動的特性，可以在網路廣告中完整應用；

「多媒體」的加入，使得網路廣告得以包含豐富的聲光效果；「呈現

方式的多元」亦使得網路廣告可以分群傳播亦可廣泛發散，針對個人

化小眾訂製廣告訊息組合得以實現。以下為各學者對網路廣告所下的

定義： 
 
一、Hawkins[1994] 

網路廣告，可以概括的定義為一種以電子資訊服務的使用者為溝

通對象的電子化廣告。廣告主在網站上以連結或標誌的方式，陳列其

所要刊登的廣告，並付費給刊登廣告網站的行銷方式。 
 
二、Hoffman & Novak[1996] 

傳統媒體的單向溝通使消費者無法對訊息加以修改或與其他消

費者做即時的溝通與互動，廣告主也無法獲得消費者對產品或服務的

回應。然而在網際網路的溝通模式中，廣告主可以與消費者透過網路

廣告平台取得相互溝通的管道。因此，凡是透過網路達到互動之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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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廣告，才屬於網路廣告。 
 
三、王瑞之[1997] 

網路廣告就其定義而言可分為廣義與狹義來說明，廣義的網路廣

告即為以網際網路所有通訊型態  ( 包括 Email 、 Gopher 、
NewsGroup、IRC、WWW、ICQ 等 ) 為基礎、非個人親身方式，對

其觀念、商品或服務所作的陳述與推廣，網路廣告即「網路媒體」與

「廣告」的結合 ( Internet Advertising )。狹義網路廣告則為，以全球

資訊網為基礎的一種、非個人親身方式，對其觀念、商品或服務所作

的陳述與推廣，網路廣告即「網站」與「廣告」的結合( Webvertising )。 
 
四、Whinston et.al.[1997] 

消費者可透過點選廣告獲得更多的產品資訊；廣告主能在網站上

以連結或標誌的方式，陳列其所要刊登的廣告，並付費給刊登廣告網

站的行銷方式。網路廣告的資訊傳播特質，包含了「push」及「pull」
的兩個傳統的廣告行銷方式，使得網路廣告不只是將產品資訊單方面

傳遞給消費者，消費者更可自行決定搜尋相關產品的資訊，這種以

「pull」的方式所進行的廣告行銷，有助於消除資訊不對稱的現象。 
 
五、Schlosser et al.[1999] 

將網路廣告定義成企業在網際網路上設計任何形式的商業內

容，以傳達產品與服務的相關訊息給消費者，其可透過任何的管道如

影像、聲音，任何形式如電子郵件、互動式的遊戲，以及提供不同層

面的資訊內容。 
 

六、美國互動廣告局[1999] 
所有型態的網際網路、無線網路、互動電視的廣告型態，包含橫

幅式廣告、贊助式廣告、電子郵件廣告、關鍵字搜尋廣告、置入性廣

告、競標式廣告、分類廣告以及互動電視的商業行為。 
 

本研究根據上述學者及組織之定義，將網路廣告定義為對商品、

服務、觀念，透過文字、影像、多媒體的型式，經由網際網路傳送資

訊給目標群眾的傳播活動，其目的在建立目標群眾對於某特定商品、

服務、觀念之差異性，進而影響目標群眾的意願。 
 
 

貳、傳統廣告與網路廣告之比較  
 

由於網際網路媒體改變過去傳統媒體的溝通方式，從一對一的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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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方式轉變為多對多的溝通方式，更為媒體添入更多可以利用的元

素，因此網路廣告跟一般傳統廣告在很多構面上有所不同，其差異主

要來自於網路媒體的特性。 
 
  Thomsen[1996]在發展評估傳統媒體廣告與網路廣告的特性時，

指出幾個重要的指標，包含了傳達度、選擇性、回饋程度、成本、資

訊負載量、可檢測性。其中傳達度指的是有多少消費者可以接收到廣

告訊息；選擇性是指廣告訊息是否精確的傳達不同需求的消費分眾；

回饋程度是指消費者是否容易回應廣告訊息；成本是指經由特定媒體

所傳達的廣告訊息花費成本有多少；資訊負載量是指經由特定媒體所

傳遞的訊息量有多少；可檢測性是指該媒體可否準確評估本身所獲得

的廣告效益為何。 
 
  Barker & Gronne[1996]根據上述六項因素，比較傳統廣告與網路

廣告之間的差異性，如表 2-2。 
 

表 2- 2 媒體廣告特性比較表 
 傳達度 選擇性 回饋程

度 
成本 資訊負

載量 
可檢測

性 
電視 非常高 低 非常低 低 低 低 
廣播 高 低 非常低 低 非常低 非常低 
報紙 高 中等 低 高 低  低 
雜誌 中等 高 低 高 低 中等 
網路 低 高 非常高 非常低 非常高 非常高 

資料來源：Barker & Gronne[1996] 
 
    由表 2-2可以發現網路廣告幾乎在各項特性上都是優於傳統媒體

廣告的，唯有傳達度低於傳統媒體，此原因在於網路上的廣告很難吸

引閱聽者的注意，只要閱聽者對於該產品沒有興趣便容易忽略該則廣

告。 
 

 
參、網路廣告之優勢與劣勢  

 
    以下列出各學者針對傳統廣告與網路廣告之比較後，所得網路廣

告之優勢及弱勢。 
 
一、網路廣告之優勢 

傳統廣告，因廣告訊息展現方式，無論在時間及技術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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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不針對較大範圍的目標族群，產生規格制式化的內容，但網路媒

體廣告，因訊息可使用技術與展現方式多樣化，則具有更大的應用彈

性。Forrester Research[2005]即針對 99 家企業以及 20 家廣告代理商

進行調查，由調查結果顯示將近 85％的企業打算在今年增加網路廣

告預算，另外有 63％的企業相信利用網路廣告「建立品牌形象」的

效果，會比電視或是平面媒體還有效。更令人可喜的是，到目前為止，

網路仍然是利用率最低而潛力無窮的廣告媒體。 
 
本研究針對各學者[Howkins, 1994; Ducoffe, 1996; Zeff & Aronson, 

1999; Lehman, 2000; Sherman & Deighten, 2001]所提出之網路廣告之

優勢進行歸納，得到網路廣告之優勢為以下幾點： 
 
(一)消費者導向：網路廣告多半是由消費者主動去做接觸，且可以根

據使用者的嗜好即時的變更廣告內容，提供使用者立即且豐富的

資訊。 
 
(二)互動有彈性：因為網際網路的互動性，所以廣告主可以根據不同

的用戶需求給予不同且立即的反應。 
 
(三)網路廣告成本低：網路廣告製作成本相對於傳統廣告之製作成本

較低，且由於網路空間是沒有限制的，因此在網路上的通路成本

也較傳統媒體低。 
 
(四)可追蹤與紀錄用戶反應：由於可以針對用戶對網路廣告的點選以

及下載進行紀錄，並進行量化分析，因此可以確切掌握用戶資

訊，以得到用戶之回饋。 
 
(五)效果可衡量：網路廣告不像傳統的媒體，它可以精確地計算出廣

告點閱率及閱聽人的暴露程度和反應，以分析出網路廣告的實際

效果。 
 
 
二、網路廣告之弱勢 

雖然網路廣告擁有比其他媒體廣告更多的優勢，但網路廣告受到

版面篇幅的限制，產品與資訊的表達亦受到限制，因此提供給消費者

的訊息有限，除非消費者對廣告有興趣，點選閱讀廣告的內容，否則

無法在消費者的意識留下印象，更無法進一步主動提供資訊給消費

者，影響消費者行為，進而達到行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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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各學者[Hawkins, 1994; Brigish, 1993; 鄭自隆，2000]
所提出之網路廣告之弱勢進行歸納，得到網路廣告之劣勢為以下幾

點： 
 
(一) 表達受到限制：由於資料壓縮技術與頻寬的限制，使得網際網路

上無法快速的表現各種多媒體，使其產品與資訊的表達備受限

制。 
 
(二) 不易操作：由於消費者對於網際網路的知識普遍低落，因此大部

份的使用者比較偏好於瀏覽較為簡單、有趣、易懂的網際網路廣

告，導致網際網路廣告的效果大打折扣。 
 
(三) 非強迫式的曝露：閱聽人使用媒體大部份是為了娛樂或獲取資

訊，很少人會直接主動曝露於廣告之中，因此透過線性傳播行為 
(如電視、廣播) 的廣告強迫曝露，廣告訊息可以在無形中創造需

求，然而網際網路卻是屬於非線性的跳躍式傳播行為，使用者可

以依自身喜好點選自己所需的資訊，使得網路廣告無法成為強迫

式的曝露，便較難創造需求，亦不適合感性訴求、非必需品及新

產品的廣告刊登。 
 
(四) 缺乏訊息真實性過濾的公正機制：近年來經常發生網路詐欺、網

路謠言等問題，再加上缺乏訊息真實性過濾的公正機制，以致不

實或毀謗性的消息文章擴散於網路之上，也間接影響到網路的媒

體威望，降低其可信度；若公職候選人或商營企業想要透過網際

網路，將本身形象與之相互連結，必須了解網路訊息快速流通的

特性，適時檢閱網友評價，才能確實達到網路宣傳的目的。 
 
 
肆、網路廣告的型態  
 

早期全球資訊網的網路廣告主要是利用文字、圖形或動畫加深廣

告印象或吸引訪客點選，以連結至廣告主題網頁的「招牌廣告」

(Banner Ad)。隨著網路媒體的日益發展，當網站如百花齊放後，為了

讓廣告訊息不隨大環境淹沒，在上網者心中留下印象，於是類似於傳

統媒體夾報廣告的電子郵件廣告、結合豐富互動與聲光效果的豐富媒

體廣告等多樣型態的廣告方式，亦順應情勢紛紛出籠。時至今日隨著

科技的進展及近期網路泡沫化的衝擊，網路廣告的型態亦愈趨多元，

「招牌廣告」因技術的成熟與應用的廣泛，產生更多其他新興的網路

廣告型態與應用。 

 22



 
根據 Hoffman et al. [1996]的廣告分類，其僅將網際網路廣告分成

兩種，一種是招牌廣告(Banner Ad)，泛指在網頁上面的一塊長方形的

圖像，並可以連結到某一網頁上；另一種是目標廣告(Target Ad)，指

用 HTML 或 JavaApplet 所產生的一份或數份網頁，或是企業首頁，

或是某產品的線上櫥窗。其中又將招牌廣告視為被動式的廣告暴露

(Passive Advertising Exposure)，因為瀏覽者無法控制要不要看到，而

目標廣告為主動式廣告(Active Advertising Exposure)，因為瀏覽者是

自己決定要觀賞某個網頁。 
 
Meeker[1996]則將網路廣告細分為：橫幅式(Banner)、按鈕式

(Buttons)、關鍵詞 (Key Words)、大門式 (Portals)、熱門角落 (Hot 
Corners)、離線廣告(Offline Ad)、贊助廣告(Sponsored Content)、和目

標市場郵寄(Targeted Direct Mail)，主要針對網路廣告放置的位置、形

式和傳輸方式而產生的分類。 
 
Zeff & Aronson[1999]將網路廣告的類型作了一個整理，將網際網

路的廣告形式分為電子郵件和全球資訊網兩種。但根據歐姿伶[2004]
表示由於企業的大量使用電子郵件式廣告，使得不管是以合法的方式

透過電子郵件發送廣告或以非法手段取得電子郵件名單寄送的廣告

郵件，都受到許多網路郵件用戶的排斥，許多網路使用者更透過電子

郵件系統來管理廣告信件，造成許多電子郵件在還未開啟前，就已經

被刪除，由此可知，除非是在網路使用者主動訂閱電子郵件廣告的情

況下，電子郵件式廣告已無法吸引消費者的注意力。 
 
Rodgers & Thorson[2000]根據當時主要的廣告方式，將網路廣告

分為五種呈現形態，分別為橫幅廣告、插播式廣告或彈出式廣告、贊

助商廣告、超鏈結廣告以及網站廣告等。在研究中，Rodgers & Thorson
發現有越來越多人利用網路廣告結合促銷活動，發展具廣告訊息之網

站，而其傳播訊息的目的與網路廣告相同，故特別加入網站廣告之類

型。 
 

Wikipedia[2006]將網路廣告分為合法的以及不合法的，其中合法

的又可分為三類：搜尋引擎廣告、全球資訊網廣告、電子郵件廣告。

不合法的則稱之為垃圾信件或病毒式廣告。 
 
以下本研究將以網路廣告之呈現方式進行分類，說明現有網路廣

告之各種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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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子郵件廣告 
Zeff & Aronson[1999]將電子郵件廣告分為以下三類： 

 
(一)直效電子郵件廣告(Direct E-mail) 

係指廣告主透過名單蒐集，向會員寄發廣告信件或藉由購買電子

郵件帳號方式向使用者寄發電子郵件。此運作方式類似傳統直效信函

廣告(Direct Mail)，目的在將廣告主所欲傳達的訊息透過直接信函的

方式傳遞給特定使用者。與傳統直效信函廣告不同之處在於，網路科

技的成本低、速度快以及分析歸納的能力都大大提升了廣告主資料處

理的效率。 
 
(二)贊助討論區與電子新聞報(Sponsoring Discussion Lists & E-mail 
Newsletters) 

由企業提供免費的討論區或電子新聞報，然後在其中刊登廣告。

贊助討論區與電新聞報的好處是能準確的接觸到所要的目標群。因為

一般使用者不會輕易的訂閱電子報或進入討論區，大部分都是有特定

目的，企業在這種情況下刊登廣告也較能得到訂閱者的高度回應。 
 
(三)廣告贊助電子郵件(Ad supported E-mail) 

係指由網站提供免費的電子信箱服務，但使用者必須接受電子郵

件廣告。往後使用者在收發郵件的同時，便會看到網站上的廣告訊

息。而使用者在申請帳號時所留下資料，也將被廣告主所蒐集，作為

資料分析、傳遞特別訊息之用。 
 
二、橫幅廣告(Banner Ad) 

橫幅廣告是全球資訊網最早出現的收費式廣告，又稱旗幟型廣

告，但較被動，缺乏互動性。根據美國網路廣告局(IAB)[2003]發表之

網路廣告市場研究報告顯示，在被動式的網路廣告展現上，橫幅廣告

仍是網頁上的主流。依資策會 MIC [2002]的調查，廣義的橫幅廣告

(Banner & Button)仍為最多廣告主(高達 72%)所採用，這是因為愈複

雜的廣告型態，愈不容易吸引使用者點選。 
 

  雖然橫幅廣告是現今網路廣告最普遍存在的廣告的形式，但是尺

寸呈現方式有許多形式，有鑒於橫幅廣告規格尺寸的混亂，美國網路

廣告局(IAB)與資訊暨娛樂廣告聯盟(CASIE)於 1996 年共同宣布擬定

九個網路廣告尺寸的建議規格。1997 年，美國網路廣告局與美國報

業協會(NAA)共同研究，最後通過八個橫幅廣告的尺寸，確立了橫幅

廣告市場上的規格尺寸。表 2-3 為 IAB 和 CASIE 所公佈的網路廣告

標準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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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 橫幅式廣告的標準 
類別(Categories) 廣告形式(英) 廣告形式

(中) 
尺寸

(Pixels) 
Rectangles and 
Pop-Ups 

Rectangle 標準長方

形 
180 x 150 

類別(Categories) 廣告形式(英) 廣告形式

(中) 
尺寸

(Pixels) 
 Medium Rectangle 中等長方

形 
300 x 250 

 Large Rectangle 大型長方

形 
336 x 280 

 Vertical Rectangle 直長方形 240 x 400 
 Square Pop-Up 跳出式 250 x 250 
Banners and Buttons Full Banner 全橫幅式

廣告 
468 x 60 

 Half Banner 半橫幅式

廣告 
234 x 60 

 Micro Bar  88 x 31 
 Button 1  120 x 90 
 Button 2  120 x 60 
 Vertical Banner  120 x 240 
 Square Button  125 x 125 
 Leaderboard  728 x 90 
Skyscrapers Wide Skyscraper 摩天大樓 160 x 600 
 Skyscraper 摩天大樓 120 x 600 
 Half Page Ad  300 x 600 

資料來源：IAB/ CASIE[1996] 
 

橫幅廣告的種類非常多，Zeff & Aronson[1999]將橫幅廣告分為下

列四種： 
 
(一)靜態橫幅廣告(Static Banner) 

類似平面廣告，單純的利用文字、圖片表達廣告訊息。通常以.jpg 
的圖檔方式呈現。 
 
(二)動態橫幅廣告(Animated Banner) 

在廣告中加入多個畫面，透過畫面間的秒數設定，呈現出動態的

變化。通常以.gif 的圖檔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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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延展式廣告(Expanding Banner) 
使用者只要將滑鼠移到延展式廣告上，廣告內容就會自動延展，

由小變大。吸引使用者注意。 
 

(四)多媒體廣告(Rich media) 
利用 Java、Flash 等程式，在廣告中加入影片、音效，通常以跑

馬燈、動畫、下拉式選單、遊戲等方式呈現。 
 
(五)陷阱式廣告(Trick Banner) 

此乃為吸引使用者點選而做的玩笑式設計。不論使用者點選哪一

個選項，都會進入廣告主的活動頁。 
 

三、按鈕廣告(Buttons) 
按鈕廣告基本上是小型的橫幅廣告，可以放在網頁上任何地方，

並連到贊助廠商的網站。此類廣告多以方形或圓形型態呈現，由於版

面較橫幅廣告小的多，因此其廣告訊息也較少。 
 
四、插播式廣告(Interstitial) 

插播式廣告是使用者在網頁與網頁間轉換時，以跳出的方式顯示

廣告內容，又稱為路障式廣告。當使用者進入網站時，此類廣告限制

使用者必須瀏覽完整的畫面後始進入網站內容，屬於高度侵略性的廣

告型態，較適合吸引力高、有特殊誘因或含有實用資訊的廣告，但同

時也較易引起使用者對該產品的負面印象。 
 
五、贊助式廣告(Sponsorship) 

由廣告主贊助某網站上的單元，其贊助內容和廣告主的企業形

象、商品種類有直接相關。廣告主可以在贊助版面上刊登和單元相關

的內容，或是以企業識別符號表現。 
 
六、浮水印廣告(Watermark) 

浮水印廣告使用的版面通常很小，會一直黏住網頁的某處，或是

跟著使用者的游標一起移動。不會因為使用者移動視窗而改變位置或

消失不見。 
 
七、文字鏈結(Text Links) 

是一種在網頁上只出現文字供網友點選的廣告型態。特色在於廣

告訊息的簡單明瞭，又不會浪費過多頻寬。 
 
八、電視型態網路廣告(TV-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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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模擬電視形式，結合影片、音效的網路廣告。莊伯仲[1998]認
為，此種網路廣告正是模擬電視廣告的形式。播放的時候會佔滿整個

螢幕，且具有影音等多媒體效果。 
 
九、螢幕保護程式網路廣告 

使用者下載檔案後，螢幕保護程式便會出現廣告主所欲傳達的廣

告訊息。 
 
十、游標廣告 

使用者藉由下載執行程式，將游標本身變成企業的識別符號或是

廣告標誌。或是當使用者進入特別頁面時，一列特別的字體會跟隨著

游標而傳遞廣告訊息、產生廣告效果。 
 
十一、工具列廣告 

瀏覽器上的工具列，如 IE 上的「我的最愛」、Netscape 上的「書

籤」，也可以當作廣告空間出售。 
 
十二、ISP 廣告 

網路服務業者以提供免費撥接上網來吸引網路使用者，代價是必

須看廣告。在使用者註冊登記時所留下的資料也成為廣告主遞送廣告

的依據。以美國的 NetZero 為例，其立論基礎在於以免費上網為誘因

來吸引用戶，然後再以擁有大量用戶來吸引廣告商的贊助。除此之

外，網友在成為用戶前得先填寫一份詳細的線上問卷以為註冊，然後

NetZero 即可依據其人口特質來傳送合適廣告，如此方能精準地達成

「目標行銷」(Target Marketing)的目的。[莊伯仲，1999] 
 
十三、免費網路電話廣告 
    免費網路電話，主要是透過該網站打電話不需支付國際電話的

錢，只要支付上網的費用即可。其先決條件就是必須擁有相關的電腦

設備以及看網路廣告。 
 
十四、微型網站廣告(Microsite Ad) 

當某企業推出一項商品或活動時，為了在網路上行銷，便為此項

商品或活動架設其專屬的網站，以達成行銷目的，此即為「微型網站

廣告」，企業網站廣告與微型網站廣告，為一體兩面，一個多為介紹

企業內部消息作形象宣傳，另一則是具體而微地，和產品促銷活動緊

密結合。 
 
十五、關鍵字搜尋式廣告(Key Words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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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使用者在透過搜尋引擎尋求消費資訊時，另提供其他與關鍵

字搜尋結果相關的連結資訊。 
 
十六、不佔用固定版位之廣告 
  以下三種廣告均不佔用固定網頁版面空間，但「邏輯」上仍可視

為某一種「版位」的網路廣告，目前是屬於較新式的播放型態： 
 
(一)Pop-Under：類似插入式廣告，但它的視窗彈出是藏在主視窗之

下，不會立刻干擾到上網者，故擾人性低。  
 
(二)Floating：類似浮水印廣告，但本廣告會以某一小型尺寸在網頁(一

般是右方)緩慢的上下浮動，有時當網友點到此一廣告，廣告還

會放大成另一圖檔文案進行播放。  
 
(三)Slider：廣告會以中型視窗的尺寸從網頁頁面左方滑入中央，網友

可選擇關閉或點閱廣告。  
 
十七、沒有具體呈現模式 
 

本研究將上述這些不同的網路廣告型態歸納為六類，分別是關鍵

字搜尋、展現式、分類目錄、導引轉介、電子郵件直效及置入式行銷，

本研究依據不同網路廣告的呈現方式整合為表 2-4。 
 

表 2- 4 網路廣告分類表 
網路廣告型態 網路廣告呈現方式 

關鍵字搜尋    關鍵字搜尋式廣告 
展現式 1. 橫幅廣告 

2. 按鈕廣告 
3. 插播式廣告 
4. 贊助式廣告 
5. 浮水印廣告 

分類目錄 1. 橫幅廣告 
2. 按鈕廣告 
3. 文字鏈結 

導引轉介 沒有具體呈現模式 
電子郵件直效 1.電子郵件廣告 

2.贊助討論區與電子新聞報 
3.廣告贊助電子郵件 

6.文字鏈結 
7.電視型態網路廣告 
8.微型網站廣告 
9.游標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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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入式行銷 1. 螢幕保護程式網路廣告 
2. 工具列廣告 
3. ISP 廣告 
4. 免費網路電話廣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三節 網路廣告計價方式之相關文獻 

 
    由於目前仍無法有效衡量和追蹤訪客在網路上的使用，因此造成

網路上的活動難以透過依標準衡量，根據 Novak & Hoffman[2000]表
示此網路上的活動應建立下列四項標準：衡量流量、訪客對於網站或

網路廣告的回應、最佳化的媒體計價方式、一般性的媒體標準流程。

但至今學者多只對網路廣告的衡量指標有較深入的探討。因此在本

節，本研究將透過網路廣告之衡量指標、商業模式與計價方式，以探

討網路廣告未來之計價方式。 
 
 

壹、網路廣告衡量指標 
 
目前用來衡量網路廣告之指標相當多，以下將針對田季芳[2004]

以及 Bhat et al.[2002]所提出的網路廣告衡量指標進行說明及分類。 
 
一、 基本指標 
    所謂的基本指標乃指不用透過運算，可直接從使用者紀錄取得之

資料。 
 
(一)流量(Traffic) 
 流量除可以當作一個網站受歡迎的程度、對外連線頻寬的負載情

形外，依其基本定義而言其實是難以作為衡量廣告效果的指標，其多

半是透過其他衡量指標來達到衡量流量的目的，例如：造訪者、網頁

曝光、網頁索閱、廣告曝光等。以流量為衡量網路廣告的盲點在於，

即使網站流量大，但卻無法確定訪客是否有注意到該廣告。 
 
(二)觸擊(Hit) 
 觸擊是瀏覽器向伺服器提出要求時所下載的每一件資訊，包含圖

片、文字、聲音檔等，而每一次的觸擊都會有所記錄。依觸擊之基本

定義來看，並無法為網站間做比較，因為觸擊次數將受到要求檔案所

包含的種類數目多寡所影響，故有膨脹網站受歡迎的程度。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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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由於每一網頁可觸擊的數目不盡相同，每位造訪者每次閱讀的網

頁數也不同，所以觸擊的計算也是一個問題。 
 
(三)造訪(Visit) 
 根據美國 IPRO 組織及 ABC Interactive 對造訪更嚴謹的定義為，

造訪是指每一位造訪者索閱(Request)的結果，如果該位造訪者連續 30
分鐘對某一特定網站無任何索閱，則稱為造訪時間暫停(Time Out)，
該位造訪者對此網站接下來的觸擊或索閱都算是一個新的造訪。此類

型的指標有造訪間隔及頻率，若造訪間隔越短即頻率越高，表示網友

對這個網站的黏度越高，忠誠度也相對提高，也可能較會注意到廣告

主所傳遞的廣告訊息。相對於頻次的概念，造訪間隔較能夠確實地了

解網友是否經常瀏覽該網站，而不只是得知在某段期間之內造訪網站

的次數而已。 
 
(四)停留時間(Duration Time) 
 部分人質疑停留時間的長短並無法代表使用者與網站的互動關

係，因為使用者可能會因為個人的因素，例如：閒置、外出等，而忘

記關閉之前所瀏覽的網站，因此 Novak & Hoffman 特別提到，所謂的

停留時間必須在給定的時間內計算，否則將無法對其衡量。 
 
(五)曝光/印象數(Impressions) 
 對於曝光/印象數來說，最重要的是訪客是否有機會看到特定的網

頁或廣告，但至於訪客是否真正看到或點擊就無法保證，因此 Double 
Click Club 認為如果廣告在處理過程中中斷而不能成功傳輸，其曝光

仍會被計數。 
 
(六)索閱(Request) 
 多數學者對此定義一致，認為是由一位使用者在網站上的點選使

得伺服器送出某篇網頁或特定廣告至瀏覽器的螢幕上。 
 
(七)閱讀(View) 
 通常網頁閱讀被視為一種統計網路流量的單位，它代表的意義是

一整篇網頁被閱讀過多少次，因此 I/PRO 認為網頁閱讀的次數隱含著

一則特定網路廣告潛在被看見的次數。該指標受限的地方在於，有些

網站每頁都很短但頁數卻很多，即使讀者閱覽的內容一樣多，網頁多

的網站卻得到較高的網頁閱讀次數。 
 
(八)點選(Click Through) 
 廣告的刊登不僅是要在乎曝光的次數，更重要的是訪客有無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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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點選行動，因此點選通常被作為評估廣告刊登效果及媒體選擇的重

要指標之一。 
 
(九)下載(Download) 
 廣告下載涉及使用者的行為，為衡量廣告曝光性的一種指標。 
 
(十)展示(Display) 
 廣告展示屬於較單純的行為，僅由廣告主之伺服器主動發送廣

告，與使用者的行為無關。 
 
(十一)轉換(Conversion) 
 轉換是將造訪者的反應由消極的閱讀轉變為行動，包括吸引使用

者到網站、說服他們購滿產品或是線上填寫表單。 
 
(十二)回頭使用者(Return user) 
 透過分析回頭使用者的資料，以對現有及潛在的顧客更加了解。 
 

表 2- 5 網路廣告基本衡量指標表 
名稱 有無分類 基本定義 
流量(Traffic) 無 網路上有多少資料正被傳遞的情況。 

 
觸擊(Hit) 無 瀏覽器向伺服器提出要求時所下載的

每一件資訊都算一個觸擊，每次觸擊均

被伺服器所記錄。 
造訪(Visits) 一名訪客在某個網站上持續閱讀網頁

的行為。 
造訪(Visit) 

造訪者(Visitor) 與網站互動的每一個特定網路使用者。

 
拜訪停留時間 
(Visit Duration 
Time) 

網路使用者在網站上停留的時間長度。停留時間

(Duration 
Time) 

網頁停留時間 
(Page Duration 
Time) 

網路使用者在網頁上停留的時間長度。

網頁曝光(Page 
Impressions) 

當訪客提出某篇網頁所月的要求時，以

單一文件的型態呈現在訪客螢幕前的

動作。 

曝光/印象數 
(Impressions) 

廣告曝光(Ad 
Impressions) 

廣告成功的被遞送給訪客的次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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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有無分類 基本定義 
網頁索閱(Page 
Request) 

網路使用者點選伺服器送出某篇網頁

至訪客視窗中的動作。 
索閱 
(Request) 

廣告索閱(Ad 
Request) 

因訪客的行為而使得伺服器送出某則

廣告的動作。 
閱讀(View) 網頁閱讀(Page 

View) 
當瀏覽器下載一篇網頁時，網站伺服器

會自動記錄這個被閱覽的網頁頁數。 
點選(Click 
Through) 

無 一種由網路使用者執行的操作。網路使

用者藉由點選某則廣告，連結到廣告主

的網頁。 
展示(Display) 廣告展示(Ad 

Display) 
一則網路廣告被成功地展示在瀏覽者

的螢幕。 
轉換

(Conversion) 
無 將造訪者的反應由消極的閱讀轉變為

行動。 
下載

(Download) 
廣告下載(Ad 
Download) 

因網路使用者的行為而導致廣告從網

站傳送到使用者的電腦。 
回頭使用者 
(Return user) 

無 造訪以前造訪過的網站之使用者。 

資料來源：田季芳[2004]、Bhat et al.[2002]以及本研究整理 
 
二、次級指標 
    所謂的次級指標乃指需透過基本指標的運算才可獲得的數值。 
 
(一)點選率(Click Through Rate) 

一般網路廣告主最常用的網路廣告衡量指標即是點選率，點選率

即是將網路使用者點選廣告次數除以廣告曝光次數。 
 
(二)回應率(Response Rate) 
 根據 Double Click Club 所下的定義，回應率即是導致使用者對特

定廣告執行某些操作之曝光的百分比，這些操作可以是點選、下載尋

找交易或者銷售。 
 
(三) 轉換率(Conversion Rate) 
 轉換率為網路下單成交筆數除以該則廣告之點選次數。 
 
(四)平均造訪時間(Average Time Per Visit) 

將所有網友的造訪時間加總之後除以總造訪人數便得平均造訪

時間，網路廣告主可依據造訪時間的長短來調整廣告訊息多寡，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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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網站平均造訪時間偏短，便不宜放置過多的產品資訊在廣告內。不

過它可能產生的誤差在於無法確知網友在這段造訪時間內是否真有

進行瀏覽網頁的行為。 
 
(五)重複造訪比例(Repeat Visitor Percentage) 

在所有造訪者中重複造訪的比例高低將會影響廣告主如何呈現

廣告訊息：若其比例較高，可能需要提供多種不同的視覺表現來持續

吸引重複造訪者；若新加入者較多，則要以立即能抓取他們目光的方

式來提高他們願意瀏覽網站的意願。 
 
(六)網站黏度(Stickiness) 

網站黏度可以視為一個檢視網友對於網站依賴程度的總體概

念，其中衡量的指標包括單一造訪者數量、頻率、造訪間隔及平均停

留時間等四項數值，目前尚未有一個確切的數學公式可以計算出一個

唯一的網站黏度數據，多是依據不同的廣告目標來選擇是否需要同時

檢視上述四項數值；以新聞網站為例，由於網友造訪的動機多在瀏覽

當日最新資訊或使用新聞資料庫，單一造訪者數量、造訪間隔與平均

停留時間可能就成為廣告主衡量其網站黏度的主要指標。 
 
(七)最常進入及最常離開的頁面(Top Entry And Top Exit Pages) 
透過這項指標可以了解網友多受哪個網頁吸引而進站，多在瀏覽哪個

網頁之後離站，在設計網頁內容時可以作為參考的資訊。不過當單一

頁面同時呈現許多訊息時便無法準確地透過這項指標來解釋網友的

行為，是其缺點之一。 
 
(八)路徑分析(Path Analysis) 

分析解讀網友瀏覽網站的路徑可以了解網友在網站中從事哪些

行為，藉此改善網頁設計的架構以利網友瀏覽內容。不過值得注意的

是這是一個整體網友行為的分析，並非針對單一個人，但即便如此，

瀏覽路徑的組合比例相當分散，必須花費較多心力才能真正分析出網

友瀏覽行為背後所隱含的意義。 
 
(九)雙重指標(Duplication) 

意指在某段時間內造訪兩個以上網站的單一造訪者數量，廣告主

透過了解網友通常同時連結哪些網站，而可以選擇聯播或結盟的方式

傳遞廣告訊息給這一群同質性高的網友，也可以藉此避免在這些網站

放置類似的廣告表現以降低過多曝光量所造成的負面效果。 
 
二、衡量指標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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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網路廣告衡量指標可以發現，網路廣告之衡量指標主要是

在衡量網站流量及訪客對於網路廣告之回應，本研究將這些指標分為

曝光性以及行動數。曝光性指標是以頻率與觸達兩個概念為主，而行

動數指標則是依據點選情況、瀏覽時間以及用戶實際採購產品之交易

為主。表 2-6 為本研究所歸納之廣告衡量方式一覽表。 
 

表 2- 6 廣告衡量方式一覽表 
 基本指標 次級指標 
曝光性 流量、造訪、停留時間、曝光

/印象數、閱讀、展示 
平均造訪時間、重複造訪比

例、網站黏度、 
行動數 索閱、觸擊、點選、下載、回

頭使用者、轉換 
點選率、回應率、最常進入

及最常離開的頁面、路徑分

析、雙重指標、轉換率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貳、網路廣告之商業模式 

  
Rappa[2006]將商業模式定義為企業獲得利潤之方法，並將電子商

務商業模式區分為九大類，他對網路廣告的商業模式定義如下。網路

廣告商業模式是傳統媒體傳播模式的延伸。網站可藉由提供免費的網

頁內容及服務來吸引訪客，並在網站的頁面內顯示橫幅廣告以達到傳

播的效果，如一般入口網站、個人化入口網站、專業型入口網站、折

扣網站等，例如 YAHOO!！、Buy.com。Rappa 將廣告商業模式又分

為下列八種： 
 

一、入口網站(Portal) 
通常會提供搜尋引擎以伴隨著大量的內容和服務，再藉由網路的

流量提供給使用者多樣化的廣告，也有個人化的入口網站可以提供客

制化的介面並依據地區性提供給使用者服務。例如：YAHOO!！ 
 

二、分類廣告(Classifieds) 
由賣方所登的銷售商品名單或是買方所登的購物名單收取刊登

費以及會員費。例如：Monster.com, Craigslist, Match.com 
 

三、使用者登入(User Registration) 
藉由使用者的登入，收集並且分析使用者的資料以從中獲利。例

如：NYTimes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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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查詢基礎的付費取向(Query-based Paid Placement) 
藉由搜尋引擎的排序來向廠商收取，例如：Google, Overture 
 

五、文意廣告/行為行銷(Contextual Advertising / Behavioral Marketing)  
文意行銷(Contextual Marketing)是指廣告與網頁內容相關，或者

與搜索引擎用戶搜索內容相關；行為行銷(Behavioral Marketing)是鎖

定終端用戶，廣告根據用戶的上網行為，如搜索的關鍵字，瀏覽的網

頁和點選的鏈接，有目的地出現。例如：Claria 
 

六、內容導向廣告(Content-Targeted Advertising) 
由 Google 先提出，Google 將搜尋結果所剩下的空白頁面，放上

和使用者搜尋相關的 AdWords 廣告或網頁。 
 

七、內蘊式廣告(Intromercials) 
置於網站進入前的活生生的全螢幕廣告。例如：CBS MarketWatch 

 
八、免費使用收費內容(Ultramercials) 

免費使用收費內容的商業模式需要使用者的回應來觸發互動式

的線上廣告，以向廣告主收取費用，例如：Salon in cooperation with 
Mercedes-Benz 
 
 
參、網路廣告計價方式 

 
    網路廣告的計價方式目前已被快速發展發出來，從固定價格、依

曝光次數、依按鍵次數、依使用者查詢次數或以成交次數計價等都

有。以下將介紹目前國內外企業已使用的計價方式： 
 

一、每千次曝光成本(Cost Per Thousand Impressions, CPM) 
廣告隨網頁的被讀取每被播出一次，就叫曝光一次，故曝光次數

很自然會被拿來當作計價依據，但為了計算方便，通常以「每千次曝

光成本」(CPM)為單位來計算曝光次數，亦即廣告每播放一千次所需

價格，其計算公式為[Debra,1996]：  
 
每千次曝光成本 = Cost/(Impressions/1000)  
 
例如某網站上某一廣告版位的 CPM 為 500 元，那麼購買 20 萬次

的曝光量，其價格就要 10 萬元。本計價方式目前仍為各主要入口網

站最常用的計價方式，基本上網站必須要有一定的流量以上，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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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方式計價。目前國內一般中、大型網站 CPM 價格約在三百元至

千元不等。  
 
以 CPM 做為計價單位的缺點在於，網路使用者若是不去點選廣

告，充其量只是擁有一個廣告印象而已，很容易忽略該則廣告，且容

易產生造假(Click-Fraud)的問題。 
 

二、依廣告點選次數計價(Cost Per Click,CPC) 
CPC 是利用電腦統計出實際點及網路廣告的人次，再乘上每人次

的網告付費率，即依網路廣告被網友點選的次數計價。越來越多的廣

告主偏好採此方法計價，因為往往幾十萬的曝光次數，其點選次數可

能才區區幾百次而已，因此單憑曝光次數已越來越不足以讓廣告主相

信其刊登廣告的效益，因此除了品牌曝光之外，廣告主已經開始有了

新的心態：責任制(Accountability)，他們希望瞭解到底有多少到訪者

真正點選其廣告，然後再憑此一績效計價。 
 
使用此計價方式的優點在於廣告主可以確知與廣告接觸的網路

使用人次，容易發生的缺點為網路使用者可能重覆點選該廣告，造成

點選次數上升的假象。 
 

三、依廣告看到次數計價(Confirmed Advertisement Delivery, CAD) 
以網路廣告被看到的次數作為計費的標準。1995 年 9 月，美國

CNET 的網路銷售部門執行副總裁開始以 CAD 作為其企業刊登網際

網路廣告的計費單位，以每 200,000 個 CAD 當作一個等級。 
 

四、多元計價(Admetrix) 
以廣告產品的價值，以及企業主所要求的互動程度多寡來做為計

價的評估標準。1996 年 5 月，美國 Orb Communications & Marketing
以多元計價評估模式作為其廣告主刊登網路廣告的計費單位。 

 
依據 Admetrix 模式(表 2-7)，不同廣告主的計價方式可能大不相

同，Orb Communications & Marketing 施行的步驟如下，首先 Orb 與

廣告主合作找出適合該產品的評估模式，接著廣告主告知 Orb 該則廣

告產品或服務的售價、預期淨利與宣傳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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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7 多元計價方式 
產品價值 $300 $2,000 $26,000 

Cost per page view $0.006 $0.04 $0.026 
Cost per click-through $0.15 $1 $0.65 
Cost per Lead $8 $50 $33 
Cost per sale $30 $200 $2,600 
Cost per test drive - - $650 

資料來源：Debra[1996] 
 

五、依刊登期間計價(Flat Fee) 
    廣告主可選定某一廣告版位的廣告刊登起訖時間，系統會根據不

同版位的基本訂價與刊登時間的長短，計算出所需費用。版位的刊登

時間不能與現有或未來已預定的廣告相衝突，系統方能接受託播。本

方式較適用於固定式版位廣告或流量較低之網站，因為費用計算較為

單純，否則以輪播版位進行刊期計價，因牽涉輪播權重問題，若網站

無法給與足夠之曝光數保證，費用計算可能會有爭議。1995 年 4 月，

美國 Ziff-Davis 以一季 1 萬~2 萬 5 千美元的價格，提供與其合作的

Oracle、Gateway 2000、Netscape Communication 等企業主在其網站

上刊登廣告；此外，其他像是 Tech Web 與 Hotwired，分別以每月 5,000
美元，以及 8 個星期 30,000 美元作為收費標準。 

 
依刊登期間為主的計價方式和網路的流量有很大的關係，因為流

量越大表示廣告的曝光次數越多，可能接受逛告訊息的訪客也就越

多，所以通常較大規模的網站會向廣告主收取較高的費用。 
 

六、依查詢成本計價(Per-Inquiry) 
以網路使用者對廣告的回應次數作為計價評估標準，例如使用者

要求廣告主提供進一步的相關資訊。1995 年，美國 TN Media 即以此

種計價評估標準。這種方式的缺點在於資訊服務者本身的網站性質會

直接影響到廣告效果。 
 

七、混合計價(Hybrid Measurement) 
1995 年，由 Next Century Media 提出，目的在平衡網站造訪人次，

與網路使用者對某特定廣告的互動程度，其網路廣告計價方式透過基

本費用加上變動費用來計算。以下為其基本費用與變動費用的概念說

明。 
 
(一)基本費用 
 以網路使用者與廣告之接觸時間、停留時間的長短，或是下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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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的多寡做為計價標準。 
 
(二)變動費用 

以該則廣告是否能讓網路使用者產生互動，或是網路使用者是否

因此購買該項產品做為計價的標準。 
 

採用此種計價模式，廣告主可以依其自身產品的特性選擇上述兩

種費用各自的衡量指標，也可以藉由不一樣的基本費用與變動費用的

計算比例，來協商出最令廣告主與媒體業者滿意的廣告價格。 
 
八、交易次數計價(Cost Per Action, CPA) 
 1977 年 10 月，Double Click 以下列之四種計價方式：依點擊次數

(Cost Per Click,CPC)、網頁活動導入狀況(Cost Per Lead, CPL)、依下

載量 (Cost Per Download, CPD)、依商品銷售狀況(Cost Per Sales, 
CPS)。提供其廣告主在刊登廣告時選擇的計價單位，廣告主可以依據

本身的需求、預算的考量，選擇其中一種適合的方式來計價，較具有

彈性；此外，還提供網路使用者人口結構特性側寫，讓廣告主的廣告

能夠接觸到潛在消費者。 
 
九、依網站規模計價(the Size Of Web Site) 
 1996 年 2 月，由 NetCount 所提出，以該網站每天點選人次的多

寡做為計價的標準。目前使用以網站規模來計價的企業包括 Nissan 
Motor Cars USA、MCA 以及 Hollywood Online。同時其他的資訊服務

業者像是 BPA International 也開始採用 NetCount 的計價方式。  
 
由於本研究根據網路廣告衡量指標整理，發現其指標可分為曝光

性以及行動數兩類，因此也將廣告計價方式以此方式分類，表 2-8 即

為本研究所整理之廣告計價方式分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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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8 廣告計價方式分類表 
屬性 計價方式 
曝光性 1. 每千次曝光成本(CPM) 

2. 依刊登期間計價(Flat Fee) 
3. 依廣告看到次數計價(CAD) 
4. 依網站規模計價 

行動數 1. 依廣告點選次數計價(CPC) 
2. 交易次數計價(CPA) 
3. 依查詢成本計價 

綜合  1. 多元計價 
2. 混合計價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肆、小結 
 

雖然根據 e_Marketer[2001]表示，目前最常見之三種計價方式為

依刊登期間計價(Flat Fee)、依曝光數計價(CPM)、依廣告點選次數計

價(CPC)。但依目前網路趨勢來看，網路廣告之計費方式已經變成以

「點選次數」與「曝光次數」為兩大主流，在廣告主逐漸希望以廣告

的表現(Performance)來計價的趨勢導引下，且伴隨著不同型態網路廣

告的產生，各種網路廣告不只擁有自身的商業模式和計價方式，更為

網路廣告市場締造了新的局面。 
 
    有越來越多廣告主認為行動數的廣告計價方式，比較符合經濟效

益，但曝光式廣告所創造的行銷效果仍是不能忽略的。大量的曝光式

廣告，仍是符合傳播學之理論，可以影響消費者的互動以及增加消費

者對該廣告的理解力，甚至為產品塑造品牌形象。 
 

以下將網路廣告之商業模式、型態與計價方式做一整理如表

2-9。由於多元計價是依據不同的產品選擇不同的計價方式，因此不

列入考量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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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9 網路廣告之商業模式與計價方式 
商業模式 網路廣告型態 計價方式 
入口網站 1. 展現式 

2. 關鍵字搜尋 
3. 分類目錄 

1. 每 千 次 曝 光 成 本

(CPM) 
2. 依廣告點選次數計價

(CPC) 
3. 交易次數計價(CPA) 
4. 網站規模(the Size of 

Web Site) 
分類廣告 1. 分類目錄 

2. 展現式 
1. 依刊登期間計價 
  (Flat Fee) 
2. 交易次數計價(CPA) 

使用者登入 1. 導引轉介 
2. 電子郵件直效

3. 展現式 
 

1. 依廣告點選次數計價

(CPC) 
2. 交易次數計價(CPA) 
3. 依查詢成本

(Per-Inquiry) 
查詢基礎的付費取向 關鍵字搜尋 

 
  依刊登期間計價(Flat 
Fee) 

文意廣告/行為行銷 關鍵字搜尋 
 

1. 依查詢成本

(Per-Inquiry) 
2. 依廣告點選次數計價

(CPC) 
內容導向廣告 1.分類目錄 

2.置入式行銷 
依廣告點選次數計價

(CPC) 
內蘊式廣告 展現式 

 
1. 每 千 次 曝 光 成 本

(CPM) 
2. 依廣告點選次數計價

(CPC) 
免費使用收費內容 1.展現式 

2.置入式行銷 
  混合計價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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