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台灣與大陸兩地網路廣告為研究素材，討論兩地的價值觀內

涵與差異。在第二章已經介紹過網路廣告的類型，主要分為電子郵件廣告

以及網站網路廣告兩種類別，此兩種廣告的來源取樣方法差異甚大，本研

究擬採用網站網路廣告為研究樣本。主要是因為近年來網站設立如雨後春

筍，其中入口網站是網路使用者搜尋資訊的重要途徑，大量點閱數使得許

多廣告主思考網路廣告的重要性，但是關於網站網路廣告的研究很少，雖

然廣告主想要善加利用此一媒體，卻也無所適從，不知如何才能達到廣告

最佳效果，因此，本研究僅針對網站網路廣告進行分析與探討。 

在研究程序上，先選取研究樣本，將廣告樣本整理、編碼、與復原，

並確定研究工具（過錄表），以進行完整的過錄員訓練。確認過錄員達到

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才開始正式的廣告過錄，之後回收過錄資料，進行資料

分析與討論（請參考圖 3-1）。 

資料分析：92年 5月

廣告過錄：92年 4月

過錄員訓練：92年 4月

廣告之復原與整理：92年 3月

收集廣告：91年 12月∼92年 2月

圖 3-1：研究進行流程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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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樣本 

一、 選取網站 

（一） 網站類別 

網站的形式有多種類型，Hoffman, Novak與 Chatterjee（1996）將商業

性網站依設立目的與服務內容的不同分為 6種：線上銷售型網站、企業形

象型網站、內容型網站、贊助式的內容型網站、電子商城網站、仲介型網

站、以及搜尋引擎。傅豐玲（2000）再依其功能將之歸納為三類：企業形

象型網站、線上銷售型網站及內容型網站。 

另外，吳南輝（1999）依照國內網站的種類及其性質與功能分為三類：

入口網站、目的網站、與交易網站（請參考表 3-1）。 

表 3-1：網站類別 

網站類型 性質與功能 舉例 
入口網站 整合一系列內容並提供如電子郵件、線上討

論、搜尋引勤與線上購物商場等大量資源與服

務的網站，以吸引人潮。網路廣告為其主要的

收入來源。 

Yahoo！、AOL 
蕃薯籐、奇摩站 

目的網站 透過入門網站的導引而連上的各類型網站，包
含各種專業性、專門性的資訊，為網路內容的

主要提供者，網路廣告與會員費為主要收入來

源。 

ESPN、SportZone
中時電子報 
大信證券 
104人力網 

交易網站 提供各種產品的型錄與展示，能直接在線上下
訂單或完成交易，產品收入與廣告為主要收入

來源。 

Amazon 、

AcerMall 
博客來網路書店 

資料來源：網站廣告內容分析之研究（頁 4），吳南輝，1999，國立台灣大
學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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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ffman、Novak 及 Chatterjee（1995）與傅豐玲（2000）的分類是著

眼於網站設立的目的與內容，主要是由網站設立者的角度來看；而吳南輝

（1999）的分類是依照國內網站功能特性，適合國內網路使用者的使用習

慣，是較偏向閱聽人的分類角度，對廣告主而言，可以借用此分類方式掌

握閱聽人的思想與活動，決定是否刊登廣告，因此本研究採用吳南輝的分

類方法，將網站分為：入口網站、目的網站、與交易網站。 

此外，動腦雜誌 2000 年調查中發現 WWW的使用者有 65.4％是透過

搜尋引擎（多轉型為入口網站）得知網址，因此入口網站常常是網路閱覽

者開始進入網路的第一站（動腦雜誌，2000）。對於廣告主而言，擁有大

量閱聽群眾的入口網站也同時意味著其中可能蘊含無限商機，其重要性更

大為提升。其中，由於目的網站與交易網站是針對某些特定群眾，刊登的

網路廣告可能偏向某些特殊類別，為考慮樣本的普遍性，本研究以入口網

站作為收集網路廣告的來源。 

 

（二） 樣本網站的選取 

1. 台灣 

NetValue於 2000年 5月公布台灣網路調查結果，其調查結果發現，奇

摩（http://kimo.com.tw）為台灣最受歡迎的網站，之後前四名依次為 PC 

home （ http://pchome.com.tw ）、 雅 虎 （ http://yahoo.com ）、 蕃 薯 藤

（http://yam.com）（羅玳珊，2000）（請參考表 3-2）。 

由於奇摩站於 2001年 11月和雅虎台灣結盟，從 2000年的調查中可發

現，雅虎跟奇摩站都是前五大入口網站，因此可預期結盟後的「雅虎奇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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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將是網路使用者常用的網站。依照網路排名的順序，本研究選取的網站

為：雅虎奇摩（http://tw.yahoo.com）、PC home（http://www.pchome.com.tw）、

以及蕃薯藤（http://www.yam.com）。 

表 3-2：台灣最受歡迎的網站 

排名 網域群 網域 

1 Kimo kimo.com.tw 

2 PC home pchome.com.tw 

3 Yahoo yahoo.com 

4 Pasia yam.com 
5 Yam 8d8d.com 
6 Hinet hinet.net 
7 Sina sina.com.tw 
8 Taconet hypermart.net 
9 MSN gov.com 
10 Hypermart tacocity.com.tw 

資料來源：NetValue：奇摩居台灣入口網站之首，羅玳珊，2000年五月 12
日 ， 科 技 投 資 。 2003 年 03 月 01 日 ， 取 自 ：

http://taiwan.cnet.com/investor/news。 

 

2. 大陸 

在大陸網站方面，CNNIC從 1999年 1月至 2000年 1月的調查報告對

於大陸網友喜愛的前十名網站進行調查，結果發現，新浪網（http:// 

www.sina.com.cn）一直居第一名，其後的名次雖略有變動，但大抵可看出

搜狐（http://www.sohu.com）以及網易（http://www.163.com）約是次要受

歡迎的網站（請參考表 3-3）。而在 2001年 3月亞太區國際網路評量機構—

「香港商亞量股份有限公司」（iamasia）公布兩岸三地最受歡迎的網站及

網域資產（Web Property），其中，大陸網站前三名為：新浪網、網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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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搜狐，基於這些調查結果，本研究即選用此三個網站。 

表 3-3：CNNIC 調查大陸網友喜愛的前十名網站 

排名 1999年 1月 1999年 7月 2000年 1月 
1 www.sina.com.cn  www.sina.com.cn  www.sina.com.cn 
2 www.sohu.com 

(www.sohoo.com.cn) 
www.sohu.com 
(www.sohoo.com.cn)

www.nease.net 
(www.netease.com,  
www.163.com） 

3 www.263.net  www.263.net  www.sohu.com 
(www.sohoo.com.cn） 

4 www.yahoo.com  www.yahoo.com  www.163.net 
5 www.nease.net 

(www.netease.com, 
www.163.com）  

www.nease.net 
(www.netease.com, 
www.163.com）  

www.yahoo.com 

6 www.163.net  www.163.net  www.263.net  
(freemail.263.net,  
www.263.net.cn)  

7 gbchinese.yahoo.com gbchinese.yahoo.com cn.yahoo.com  
(gbchinese.yahoo.com)  

8 :www.cpcw.com  www.cpcw.com  www.china.com 
9 www.online.sh.cn  www.online.sh.cn  www.21cn.com 
10 www.21cn.com  www.21cn.com  www.ease.net.cn 

(www.east.com.cn, 
www.east.cn.net)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編製 

 42



二、 選取網站網路廣告類別 

網路廣告開始發展時，規格差異甚大並不一致，直至 1996年 12月美

國「網際網路廣告局」（Internet Advertising Bureau, IAB）與「資訊暨娛樂

廣告聯盟」（Coalition for Advertising Supported Information & Entertainment, 

CASIE）共同宣布了九個網路廣告尺寸的建議規格，後經由「美國報業協

會」（Newspaper Assocoationof America, NAA）的審核，逾 1997年 1月 24

日，公布了網路廣告的標準尺寸（劉一賜，1999）（請參考表 3-4）。 

表 3-4：網路廣告規格 

廣告規格 廣告形式 

468×60 Pixels 整欄橫標題式廣告（full banner） 

392×72 Pixels 整欄橫標題式廣告（full banner with 

vertical navigation bar） 

234×60 Pixels 半欄橫幅式廣告（half banner） 

120×240 Pixels 垂直標題式廣告（vertical banner） 

120×90 Pixels 按鈕（button 1） 

120×60 Pixels 按鈕（button 2） 

125×125 Pixels 方形按鈕（square button） 

88×31 Pixels 小形按鈕（micro button） 

資料來源：網路廣告第一課：蠻荒西部角力賽的生存之道，劉一賜，1999，
台北市：時報文化。 

「美國報業協會」公布的標準尺寸主要是「橫幅廣告」與「按鈕廣告」

的規格，目前的網路廣告大多依此規格來製作，但仍有許多格式是不相符

的，是網站獨有的，而本研究是針對廣告的內容進行分析，因此格式的分

歧不影響本研究之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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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章文獻整理中網站廣告包含的廣告類別除了橫幅廣告與按鈕廣

告，還包含了其他類別，分別是：分類廣告、彈出式廣告、浮水印廣告、

文字連結廣告、贊助式廣告、編輯式廣告、推播技術、網站廣告、與插頁

式廣告。其中分類廣告、浮水印廣告、贊助式廣告、推播技術、與插頁式

廣告不適用於本研究，而按鈕廣告、文字連結廣告、編輯式廣告可依據其

型式再重新歸類，詳述如下。 

「分類廣告」不列入研究範圍主要是因為此種廣告是類似傳統報紙的

分類廣告，是要逐次、逐層依產品類別找出，與本研究資料預期收集方法

不同；「贊助式廣告」通常固定為某些企業商標，也不列入研究範圍；「推

播技術」是利用軟體傳送某些特定網路廣告，本研究是採用入口網站為收

集來源，因此不符合。由於「插頁式廣告」較少見，且常有資料抓取技術

上的問題，因此也不採用；而「浮水印廣告」則是因為包含的文化價值意

涵較少，所以不採用。 

此外，「按鈕廣告」、「文字連結廣告」與「編輯式廣告」都僅以簡短文

字或簡單圖像呈現，未能包含足夠價值觀訊息，反而是點選進入後的廣告

網頁能提供豐富的價值觀資料，可取代簡短文字包含的資訊，因此本研究

分析的對象不直接採用文字連結與編輯式廣告，而是採用點選此三種廣告

後，所連結出具有文化意義的廣告訊息為主。這些點選進入的網頁通常為

完整新視窗全幅廣告的或是企業主架設的網站廣告，皆是「網站廣告」的

類型，有時在點選的連結過程中，也會有「彈出式廣告」、「插頁式廣告」

伴隨出現。 

表 3-5 是本研究收集網路廣告的類別整理，採用六個入口網站（台灣

三個網站與大陸三個網站），其中蒐集的六個廣告類別分別為：橫幅式廣

告、按鈕廣告、彈出式廣告、文字連結、編輯式廣告、以及網站廣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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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的網路廣告類別共有三種：橫幅廣告、彈出式廣告、網站廣告（請參

考表 3-5）。 

 

表 3-5：本研究收集的網路廣告類別 

地區 網站 廣告類別 蒐集的廣告 分析的廣告

雅虎奇摩 

PC home 台灣 

蕃薯藤 

新浪 

網易 大陸 

搜狐 

橫幅廣告 
按鈕廣告 
分類廣告 
彈出式廣告 
浮水印廣告 
文字連結廣告 
贊助式廣告 
編輯式廣告 
推播技術 
網站廣告 
插頁式廣告 

橫幅廣告 
按鈕廣告 
彈出式廣告 
文字連結廣告 
編輯式廣告 
網站廣告 

橫幅廣告 
彈出式廣告

網站廣告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編製 

 

三、 網路廣告收集方式 

在確定收集大陸與台灣網路廣告的來源後，便是決定廣告收集的方

式。收集的廣告以文化資料完整為原則，包括廣告文本中的標題

（headline）、文案（copy）、主要插圖（illustration）。廣告訊息層次大約在

二至三層就可完整呈現，因此廣告收集的層次最多連結至第三層，若第二

層的廣告內容已經完整，就不再進行第三層次的步驟（請參考圖 3-2）。 

總和各網站更換廣告的頻率，發現網路廣告更換的最小週期為一天，

因此本研究收集的廣告週期最小單位也設為一天。研究者收集了 91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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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月至 92 年 2 月為期三個月（計 90 天），每一天的網路廣告，但發現廣

告量太過龐大，非本研究所能負荷，因此決定抽樣來選擇所要收集的資

料。抽樣的方式是在 91年 12月、92年 1月、與 92年 2月，每個月中隨

機選出四天來進行資料收集，共為 12 天（請參考表 3-6），且為免資料過

於龐大，因此僅採用收集當天新出現的廣告，舊有的廣告不選。這 12 天

中的網路廣告共有 407則廣告，其中大陸共 233個，台灣共 174個（請參

考表 3-7），而自台灣與大陸兩地六個入口網站收集到的廣告則數各約佔三

分之一（請參考表 3-8）。 

表 3-6：網路廣告樣本收集日期 

年份 月份 日期 
2002 12 2、12、20、24 
2003 1 8、16、25、29 
2003 2 3、11、17、2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編製 

表 3-7：兩岸網路廣告樣本則數 

 橫幅廣告彈出式廣告網頁廣告 合 
大陸 77 51 105 233 
台灣 39 11 124 174 
總數 116 62 229 407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編製 

表 3-8：兩岸各個入口網站之廣告則數與百分比 

地區 網站 則數（％） 
163 65（27.90） 

sina.cn 84（36.05） 
sohu 84（36.05） 

大陸 

總數 233 
pchome 62（35.63） 
Yahoo 61（35.06） 
Yam 51（29.31） 

台灣 

總數 174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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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網路廣告樣本收集方式 

Level 
2 

Level 
3 

5.再連結入企業主建構的新網頁 

收集到的廣告類別：橫幅廣告、彈出式廣告、網站廣告 

4.再點選廣告 

（橫幅廣告、按鈕廣告、彈出式廣告、插頁式廣告 

、浮水印廣告、文字連結、編輯式廣告） 

3.連結入企業主建構的新網頁 

收集到的廣告類別：橫幅廣告、彈出式廣告、網站廣告 

2.點選廣告 

（橫幅廣告、按鈕廣告、彈出式廣告、插頁式廣告 

、浮水印廣告、文字連結、編輯式廣告） 

Level 
1 

1.連結入口網站 

（台灣：雅虎奇摩、PC home、蕃薯藤；大陸：新浪網、搜狐、網易）

收集到的廣告類別：橫幅廣告、彈出式廣告、網站廣告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編製 

註：虛線框起的部分不一定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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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法進行量化分析，使用的過錄表包含三個部分（參見

附錄一）。第一部份為基本資料，其中包含廣告產地、廣告名稱、廣告規

格、產品類別、產品涉入程度、產品理性／感性程度。 

加入廣告產品類別、產品高／低涉入程度、產品理性／感性程度三項，

是為了瞭解大陸與台灣在使用網路廣告的產品類別與類型上是否相同？

其中產品類型是產品客觀的物理特性，以 Lin（2001）的十項產品分類為

範本，參考網路分類廣告的分類方式並透過實際網路廣告觀察統整進行類

別的補充與修訂，最後採用 21 個產品類別。而產品類型依據 FCB 模式

（Vaughn，1980、1986），以一般性消費者的眼光來進行「高／低涉入程

度」、「理性／感性程度」兩個構面的分類，將產品分為「理性高涉入」、「理

性低涉入」、「感性高涉入」、「感性低涉入」等四類型。此部分為初探性的

討論，希望透過產品細項的分析更瞭解兩岸的文化差異。 

第二部分為廣告的文化價值觀，本研究採用 Stern（1998）的研究結果，

有「開放性」、「傳統性」、「自我超越」、以及「自我提升」四個向度，每

一向度包含三個題目，共計 12 題。每題以五點量表進行評量，從 1 至 5

進行價值觀意涵符合程度的評量，其中 1是「完全沒有」，5是「完全表現」。 

第三個部分則是廣告訴求價值觀量表，採用 Hetsroni（2000）的研究，

再加上「兩人的情感」以及「異國風情」兩題，並採用五點量表。過去訴

求價值觀常以「有／無」來進行內容分析，但本研究希望能更詳盡的區別

出程度高低，因此採用五點量表來進行，其中 1是「完全沒有」，5是「完

全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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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過錄員訓練 

本研究共有三位過錄員（含研究者本身），皆是政治大學心理系碩士班

學生，訓練的過程請參見表 3-9。 

表 3-9：過錄員訓練步驟與時間 

步驟 花費時間 

1.閱讀題目定義（參見表 2-3、2-4），提問並討論之 二小時 

2.第一次練習，進行數則廣告廣告並同時討論 二小時 

3.第二次練習（即第一次預試），進行 26則廣告的內容分析 一週 

4.針對 26則廣告進行第二次討論 三小時 

5.第二次預試，進行 36則廣告的內容分析 一週 

6.進行正式的內容分析 二週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編製 

首先集合三位過錄員共同閱讀題目定義，若有疑問即刻進行討論，之

後研究者依據文獻以及討論內容設計文化價值觀定義與行為定錨（參見表

2-3、附錄二），以及清楚描述訴求價值觀定義（參見表 2-4），以有效維持

過錄原判斷的一致性。兩次練習後，確認過三位過錄員達到一定的一致

性，才分派廣告予三位過錄員（請參考表 3-10）。 

表 3-10：過錄員個別過錄的廣告則數 

 過錄員 1 過錄員 2 過錄員 3 總和 
大陸 80 85 68 233 
台灣 64 65 45 174 
總和 144 150 113 407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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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三位過錄員一致性的方式採用兩個步驟，一是參考 Smith 與

Houston(1985) 發展出的信度分析方式，以有／無二分變項來計算三位過

錄者的一致性。在兩次練習後，三位過錄員在文化價值觀上分類信度達到

0.93的一致性，訴求價值觀則為 0.94，有高一致性。 

經過初步確認有／無二分變項的一致性後，再採用本研究設計的五點

量表進行皮爾森相關分析，結果獲得三位評分者兩兩之間的相關係數

達.70、.72、.74，皆達顯著水準（p＜.001），顯示無論使用二分變項或是

連續變項都有不錯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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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統計分析 

使用 SPSS套裝統計軟體以及 Excel進行統計考驗，主要分析資料的方

法包括一般性的描述統計分析、評分者間信度檢驗、卡方檢定、以及獨立

樣本 t檢定等。 

 

一、 廣告樣本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描述廣告樣本基本性質，其中包含不同廣告規格類別統計、不同來源

之廣告則數與百分比統計、各產品類別廣告則數與百分比、各產品類型廣

告則數與百分比等。 

 

二、 評分者間的信度檢驗 

先採用「有／無」的二分變項分類信度分析來計算三位過錄者的一致

性，採用 Smith 與 Houston（1985）發展的信度分析方式，此部分是將五

點量表中的 1 分（完全沒有）歸為「無」，2 分以上歸為「有」，使用的公

式如下： 

1＋【（N－1）×A】 
信度（Reliability）＝

＋＋
2M13

n1＋n3
2M23

n2＋n3
2M  12

n1＋n2 

N×A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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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為過錄員的個數，「A」為平均相互一致程度（average interjudge 

agreement）、「M」為過錄員間判斷相同的個數，「n」為各過錄員進行判斷

的樣本個數。之後再取第二次預試的 36則廣告進行皮爾森相關係數檢驗，

以確定評量者是否穩定，且具有一致的看法。 

 

三、 卡方檢定 

對於兩岸整體產品類別與產品類型比例進行考驗，以瞭解兩岸在網路

廣告上產品類別與類型的異同情形。若有差異，之後則再仔細分析達到顯

著差異的產品類別與類型。 

 

四、 z檢定 

針對兩岸產品類別與產品類型進行獨立樣本百分比差異顯著性考驗，

使用的公式如下（林清山，1992）： 

p1 － p2 
z ＝ 

1   1  
N1  N2

pq

其中，p1為台灣某產品類別或類型之百分比， p2為大陸某產品類別

或類型之百分比，p是某產品在兩地占的總百分比，而 q＝1－p。 

 

 

 52



 53

五、 獨立性t檢定 

本研究主旨在討論台灣與大陸兩岸文化價值觀的差異，擬針對每一個

價值觀題目（包含文化價值觀與訴求價值觀）進行獨立性 t 檢定差異的顯

著性。若不顯著，則顯示兩岸在此網路廣告價值觀上沒有差異。另外，也

進行各個產品類別與產品類型的差異比較，以瞭解在某些產品類別或類型

在兩岸網路廣告哪些價值觀達到顯著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