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呈現 

第一節 樣本分布狀況 
 
表 4-1-1 個人基本資料變項分布狀況 
      次數      百分比(%)     
性別 
                       男 
                       女 
                     未填答 

                            
      72         21.4           

      264         78.3 
        1          0.3 

年齡 
                    19 歲以下 
                    20~24 歲 
                    24~29 歲 
                    30~34 歲 
                    35 歲以上 
                      未填答 

                            
       32          9.5 
      173         51.3 
      105         31.2 
       22          6.5 
        4          1.2 
        1          0.3 

教育程度 
                    高中以下 
                      大學 
                      碩士 
                   博士及以上 
                      未填答 

                            
       12          3.6 
      226         67.1 
       91         27.0 
        7          2.1 
        1          0.3 

每月可支配金額 
                  10,000 元以下 
                10,000~20,000 元 
                20,001~30,000 元 
                30,001~40,000 元 
                   40,000 元以上 
                      未填答 

 
      190         56.4 
       72         21.4 
       42         12.5 
       21          6.2 
       12          3.6 
        0            0 

 
    由表 4-1-1 的個人基本資料變項分布情形顯示，在性別的比例上，男性填答

者有 72 名，佔了全體的 21.4%，女性填答者有 264 名，佔了全體的 78.3；在年

齡的差異分布上，填答網友以 20 至 24 歲最多，共計 173 名，佔了全體填答者的

半數（51.3%），其次是 25 歲至 29 歲（31.2%），共計 105 名，故在 20 至 29 歲

這一個區塊，佔了全體填答者的 8 成以上（82.5%），其餘填答者的年齡分布，分

別為 19 歲以下的填答者 32 人（9.5%），30 至 34 歲 22 人（6.5%），35 歲以上填

答者 4 人(1.2%)。 



    在教育程度方面，以大學學歷者最多共 226 人（67.1%），其次為碩士共 91
人（27%），二者合計為所有填答者的九成以上（94.1%），其餘分別為高中以下

12 人（3.6%），博士以上 7 人（2.1%）。 
 
    而在每月可支配金額的數值分布上，以 10,000 元以下為最多數有 190 人

（56.4%），其次是 10,001 至 20,000 元間 72 人（21.4%），二者合計共佔了近八

成比例（77.8%）。其餘為 20,001 元至 30,000 元間，共計 42 人（12.5%）；30,001
至 40,000 元間，共計 21 人（6.2%）；40,001 元以上共計 12 人（3.6%）。 
 
    由以上結果可以發現，填答者以年輕（20 歲至 30 歲間）的高學歷（大學以

上學歷）女性為大宗，這些特徵在該類別中分別佔了 8 成以上的數字，此極端的

現象固然與本實驗產品為洗面乳、以及張貼網路問卷訊息的討論區使用者大多與

女性有其關聯，但此結果也與現今相關網路媒體（如網站、網誌、BBS）的主流

使用者形象大致吻合，可推測對此類用品具有興趣者應為年輕、高學歷女性，且

習於使用網際網路作為蒐集資訊的來源地。 
 
 

 

 

 

 

 

 

 

 

 

 

 

 

 

 

 

 

 

 

 

 

 



第二節 假設驗證 
     
    由於本研究設計為多因子實驗，以「代言人類型」與「置入方式」為獨立變

項，並設定三項行為變數「網誌使用經驗」、「對代言人的態度」、「品類使用經驗」，

故採用共變數分析（Analysis of Covariance，ANCOVA）進行檢定。表 4-2-1 為各

變項的基本統計敘述： 
 
表 4-2-1 各變項基本統計 

 平均數 標準差 
回憶效果 2.08 0.97 
品牌態度 6.06 1.24 
購買意願 5.66 1.62 

使用網誌的經驗 9.81 3.11 
對代言人的態度 9.79 2.34 
對品類的熟悉度 13.88 2.79 

 

一、同質性考驗 

 

    由表4-2-2可知，不同類型的代言人網誌日記廣告在廣告溝通效果的Levene變

異數同質性考驗，在溝通效果三面向之「回憶效果」、「品牌態度」與「購買意

願」上，均未達顯著性，達到同質性假設之基本假定，可進行變異數分析。 

 

表4-2-2 不同類型代言人網誌日記廣告對廣告溝通效果三面向之變異數同質性檢

定 

 Levene統計量 分子自由度 分母自由度 顯著性 

回憶效果 1.676 5 331 0.14 

品牌態度 1.697 5 331 0.131 

購買意願 1.682 5 331 0.138 

 

二、回憶效果分析結果 
 
（1）整體回憶效果之變異數分析： 
 
    「代言類型」與「置入方式」二者對於代言人網誌日記廣告的回憶效果有顯

著差異，但對於二者間的交互作用則沒有顯著差異，另外，行為變項之「過去對

該品類的使用經驗」對回憶效果亦產生顯著性的影響（F（1,328）=5.052，p<.05）。 
下表 4-2-3 為整體回憶效果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表 4-2-3 整體回憶效果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代言人網誌日記廣告之回憶效果分析 F 值 P 值 

代言類型 5.211** .006 
置入方式 4.804* .029 
代言類型×置入方式 .090 .914 
網誌經驗 1.065 .303 
代言態度 2.549 .111 
品類經驗 5.052* .025 

*表顯著 p<0.05，**表顯著 p<0.01 

 
    由表 4-2-3 可知，代言人類型與不同置入方式間的交互作用，對回憶效果未

達顯著水準（F（2,328）=.09，p=.914），故無需進行單純主要效果考驗。以下進行

「代言人類型」與「置入型式」二自變項對於回憶效果進一步的討論。 
 
（2）代言人類型對於回憶效果分析： 
 
    代言人類型的分析結果顯示，其對回憶效果的主要效果達顯著水準（F（2,328）

=5.211，p=<.01），顯示不同代言人類型對回憶效果是有影響的。對代言人類型進

行多重事後比較(LSD 法)後發現，名人代言人與一般消費者代言人間具有顯著差

異，結果如表 4-2-4 及 4-2-5 所示： 
 
表 4-2-4 代言人類型對回憶效果影響摘要表 

代言人類型 名人代言人 專家代言人 一般消費者代言人 

名人代言人 - p=.147 p=.001** 

專家代言人 p=.147 - p=0.053 

一般消費者代言人 p=.001** p=0.053 - 

**表顯著 p<.001 

 
表 4-2-5 代言人類型對回憶效果之 F 檢定 

自變項 平均數 F 値 P 值 Post-hoc test 
     代言人類型 
 
  1.一般消費者代言人 
  2.專家代言人 
  3.名人代言人 

 
 

2.310 
2.059 
1.866 

5.211** .006       1＞3 

**表顯著 p<0.01 

 
 



    由表 4-2-5 可知，代言人類型會影響回憶效果，名人代言人與一般消費者代

言人具顯著差異；一般消費者代言人（平均數 2.31）的回憶效果顯著優於名人代

言人（平均數 1.866），但名人代言人與專家代言人之間、以及一般消費者代言人

與專家代言人之間對於回憶效果，則沒有顯著的差異。  
 
（3）置入形式對回憶效果之分析： 
 
    在置入方式效果而言，由表 4-2-3 可知，不同的置入方式對回憶效果亦具有

顯著性（F（1,328）=4.951，p<.05），且「文章中置入」（平均數 2.195）的方式顯

著優於「文章外置入」（平均數 1.963）的方式，見表 4-2-6。 
 
表 4-2-6 置入型式對回憶效果之 F 檢定 

自變項 平均數 F 値 P 值 平均數比較 
  置入型式 
 
1. 文章中置入 
2. 文章外置入 

 
 

2.195 
1.963 

  4.804*   .029       1＞2 

*表顯著 p<0.05，**表顯著 p<0.01 

 
三、品牌態度分析結果 
 
（1）整體品牌態度之變異數分析： 
 
    不同的「代言人類型」對於代言人網誌日記廣告的回憶效果有顯著差異，但

對於「置入型式」與二者間的交互作用則沒有顯著差異，另外，行為變項之「對

該產品代言人之態度」對回憶效果亦產生顯著性的影響（F（1,328）=74.465，p<.01）。 
下表 4-2-7 為整體品牌態度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表 4-2-7 整體品牌態度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代言人網誌日記廣告之品牌態度分析 F 值 P 值 
代言類型 4.295* .014 
置入方式 3.321 .069 
代言類型×置入方式 1.081 .341 
網誌經驗 .087 .768 
代言態度 74.465** .000 
品類經驗 1.384 .240 

*表顯著 p<0.05，**表顯著 p<0.01 

 



    由表 4-2-7 可知，代言人類型與不同置入方式間的交互作用，對品牌態度未

達顯著水準（F（2,328）=1.081，p=.341），故無需進行單純主要效果考驗；另外，

不同的「置入方式」對於品牌態度也未造成顯著的影響。故以下僅針對「代言人

類型」對品牌態度的影響做進一步的討論。 
 
（2）代言人類型對於品牌態度分析： 
 
    代言人類型的分析結果顯示，其對品牌態度的主要效果達顯著水準（F（2,328）

=4.295，p=<.05），顯示不同代言人類型對品牌態度是有影響的。對代言人類型進

行多重事後比較後發現，名人代言人與一般消費者代言人、以及專家代言人與一

般消費者代言人間具有顯著差異，結果如表 4-2-8 及 4-2-9 所示： 
 
表 4-2-8 代言人類型對品牌態度影響摘要表 

代言人類型 名人代言人 專家代言人 一般消費者代言人 

名人代言人 - p=.012* p=.008** 

專家代言人 p=.012* - p=.774 

一般消費者代言人 p=.008** p=.774 - 

*表顯著 p<0.05，**表顯著 p<0.01 

 
表 4-2-9 代言人類型對品牌態度之 F 檢定 

自變項 平均數 F 値 P 值 Post-hoc test 
     代言人類型 
 
  1.一般消費者代言人 
  2.專家代言人 
  3.名人代言人 

 
 

6.216 
6.173 
5.783 

4.295* .014    1＞3；2＞3 

*表顯著 p<0.05 

 
    由表 4-2-9 可知，代言人類型會影響品牌態度，名人代言人與一般消費者代

言人、以及名人代言人與專家代言人兩組間具顯著差異；三者對於品牌態度的影

響分別是：一般消費者代言人（平均數 6.216）的品牌態度優於名人代言人（平

均數 5.783）；專家代言人的品牌（平均數 6.173）態度優於名人代言人（平均數

5.783），但是一般消費者代言人與專家代言人間對於品牌態度的差異性則不顯

著。 
 
（3）置入形式對品牌態度之分析： 
 
    在不同的置入方式所影響的品牌態度而言，由表 4-2-3 可知，不同的置入方



式對品牌態度未達顯著性（F（1,328）=3.333，p=.069）。表 4-1-10 為經過共變項調

整後，不同置入方式對品牌態度的平均數差異： 
 
表 4-2-10 置入型式對品牌態度之 F 檢定 

自變項 平均數 F 値 P 值 平均數比較 
  置入型式 
 
1.文章中置入 
2.文章外置入 

 
 

2.195 
1.963 

  3.321   .069        

*表顯著 p<0.05，**表顯著 p<0.01 

 
    由表 4-2-10 置入形式對於品牌態度的 F 檢定中可看出，雖然「文章中置入」

的平均數（2.195）大於「文章外置入」形式的平均數（1.963），但由於其 F 值檢

定未達顯著性，故此優劣關係不具解釋性。 
 
四、購買意願分析結果 
 
（1）整體購買意願之變異數分析： 
 
    「代言類型」與「置入方式」二者對於代言人網誌日記廣告的購買意願有顯

著差異，但對於二者間的交互作用則沒有顯著差異，另外，行為變項之「對該產

品代言人的態度」對回憶效果亦產生顯著性的影響（F（1,328）=121.065，p<.01）。 
下表 4-2-11 為整體購買意願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表 4-2-11 整體購買意願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代言人網誌日記廣告之購買意願分析 F 值 P 值 
代言類型 11.475** .000 
置入方式 4.021* .046 
代言類型×置入方式 .569 .567 
網誌經驗 .541 .462 
代言態度 121.065** .000 
品類經驗 2.953 .087 

*表顯著 p<0.05，**表顯著 p<0.01 
 
    由表 4-2-11 可知，代言人類型與不同置入方式間的交互作用，對於購買意

願未達顯著水準（F（2,328）=.569，p=.567），故無需進行單純主要效果考驗。以

下進行「代言人類型」與「置入型式」二自變項對於回憶效果進一步的討論。 
 



（2）代言人類型對於購買意願分析： 
 
    代言人類型的分析結果顯示，其對購買意願的主要效果達顯著水準（F（2,328）

=11.475，p=<.01），顯示不同代言人類型對購買意願是有影響的。對代言人類型

進行多重事後比較後發現，名人代言人與一般消費者代言人、以及專家代言人與

一般消費者代言人間具有顯著差異，結果如表 4-2-12 及表 4-2-13 所示： 
 
表 4-2-12 代言人類型對購買意願影響摘要表 

代言人類型 名人代言人 專家代言人 一般消費者代言人 

名人代言人 - p=.156 p=.000** 

專家代言人 p=.156 - p=.001** 

一般消費者代言人 p=.000** p=.001** - 

**表顯著 p<0.01 

 
表 4-2-13 代言人類型對購買意願之 F 檢定 

自變項 平均數 F 値 P 值 Post-hoc test 
     代言人類型 
  1.一般消費者代言人 
  2.專家代言人 
  3.名人代言人 

 
6.178 
5.533 
5.265 

11.475** .000    1＞2；1＞3 

*表顯著 p<0.05，**表顯著 p<0.01 

 
    由上述可知，代言人類型會影響購買意願，名人代言人與一般消費者代言

人、以及專家代言人與一般消費者代言人兩組間皆具有顯著差異：一般消費者代

言人（平均數 6.178）的購買意願優於專家代言人（平均數 5.533），同時也優於

名人代言人（平均數 5.265），但專家代言人與名人代言人間對於購買意願的差異

性並不顯著。 
  
（3）置入形式對購買意願之分析： 
 
    另外，在置入方式效果而言，由表 4-1-3 可知，不同的置入方式對購買意願

具有顯著性的差別（F（1,328）=4.021，p=<.05）。且「文章中置入」（平均數 2.195）

的方式顯著優於「文章外置入」（平均數 1.963）的方式，見表 4-2-14。 
 
 
 
 
  



表 4-2-14 置入型式對購買意願之 F 檢定 
自變項 平均數 F 値 P 值 平均數比較 

  置入型式 
 
1.文章中置入 
2.文章外置入 

 
 

5.811 
5.506 

  4.021*   .046       1＞2 

*表顯著 p<0.05，**表顯著 p<0.01 

 
五、代言人類型與置入形式間交互作用之分析結果 
 
    根據研究結果，「代言人類型」與「置入形式」間的交互作用，在廣告溝通

三面向上均沒有得到顯著性的差異，顯示這六種不同組合的廣告，在「回憶效

果」、「品牌態度」與「購買意願」上不具統計顯著性的差異程度。 
 
 
 
 
 
 
 
 
 
 
 
 
 
 
 
 
 
 
 
 
 
 
 
 
 



第三節 研究假設檢定結果總覽 
 
    本研究藉由操弄「代言人類型」與「置入形式」二個自變項，發展出不同的

廣告組合，意欲了解代言人網誌廣告的數種溝通效果；研究結果摘要彙整如下表

4-3-1，資料統計分析結果詳述如後： 
 
表 4-3-1 各變項之 F 檢定値一覽表 

變項名稱 回憶效果 品牌態度 購買意願 
自變項 

代言人類型 
              F 值 
              P 值 

 

5.211** 

.006 

 

4.295* 

.014 

 

11.475** 

.00 
置入方式 
              F 值 
              P 值 

 
4.804* 
.029 

 
3.321 
.069 

 
4.021* 
.046 

代言人類型*置入方式

（交互作用） 

              F 值 
              P 值 

 
 

.090 

.914 

 
 

1.081 
.341 

 
 

.569 

.567 
行為變項 

網誌使用經驗 
              F 值 
              P 值 

 

1.065 

.303 

 
.087 
.768 

 
.541 
.462 

對代言人的態度 
              F 值 
              P 值 

 
2.549 
.111 

 

74.465** 

.000 

 

121.065** 

.000 
品類使用經驗 
              F 值 
              P 值 

 

5.052* 

.025 

 
1.384 
.240 

 

2.953 

.087 
*表顯著 p<0.05，**表顯著 p<0.01 

 
一、回憶效果方面： 
（1）不同的代言人類型，對於回憶效果有顯著差異。 

（2）一般消費者代言人的回憶效果顯著優於名人代言人，但名人代言人與專家

代言人、以及專家代言人與一般消費者代言人差距不顯著。 
（3）不同代言人類型的回憶效果為：一般消費者代言人>專家代言人>名人代言

人。 
（4）不同的置入方式，對於回憶效果有顯著差異。 



（5）文章中置入方式的回憶效果顯著優於文章外置入方式。 
（6）「過去的品類使用經驗」對於回憶效果有顯著的影響。 
 
二、品牌態度方面： 
（1）不同的代言人類型，對於品牌態度有顯著差異。 

（2）一般消費者代言人的品牌態度顯著優於名人代言人，專家代言人的品牌態

度也顯著優於名人代言人；而一般消費者代言人與專家代言人之間的差距則不顯

著。 
（3）不同代言人類型的品牌態度為：一般消費者代言人>專家代言人>名人代言

人。 
（4）不同的置入方式，對於品牌態度沒有顯著差異。 
（5）「對代言人的態度」對於品牌態度有顯著的影響。 
 
三、購買意願方面： 
（1） 不同的代言人類型，對於購買意願有顯著差異。 

（2）一般消費者代言人的品牌態度顯著優於名人代言人，同時也優於專家代言

人；而名人代言人與專家代言人之間的差距則不顯著。 
（3）不同代言人類型的購買意願為：一般消費者代言人>專家代言人>名人代言

人。 
（4）不同置入方式對於購買意願有顯著差異。 
（5）文章中置入方式對於購買意願顯著優於文章外置入方式。 
（6）「對代言人的態度」對於購買意願有顯著的影響。 
 
    研究假設檢定結果彙整如表 4-3-2 至 4-3-4 所示： 
 
表 4-3-2 回憶效果假說彙整 

假設 內容 是否成立 
H1.1 不同的代言人類型，對於回憶效果有顯著差異 成立 
H1.2 不同的置入方式，對於回憶效果有顯著差異 成立 
H1.3 代言人類型與置入方式對於回憶效果有顯著的交互作用 不成立 
 
表 4-3-3 品牌態度假說彙整 

假設 內容 是否成立 
H2.1 不同的代言人類型，對於品牌態度有顯著差異 成立 
H2.2 不同的置入方式，對於品牌態度有顯著差異 不成立 
H2.3 代言人類型與置入方式對於品牌態度有顯著的交互作用 不成立 
 
 



表 4-3-4 購買意願假說彙整 
假設 內容 是否成立 

H3.1 不同的代言人類型，對於購買意願有顯著差異 成立 
H3.2 不同的置入方式，對於購買意願有顯著差異 成立 
H3.3 代言人類型與置入方式對於購買意願有顯著的交互作用 不成立 
 
 
 
 
 
 
 
 
 
 
 
 
 
 
 
 
 
 
 
 
 
 
 
 
 
 
 
 
 
 
 
 
 



第四節 研究結果總結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有三：「探討不同類型代言人在網誌日記廣告上產生的廣

告溝通效果差異」、「探討使用不同的產品置入手法書寫而成的日記內容，在網誌

上呈現出來的廣告溝通效果差異」、以及「探討代言人類型與置入形式間是否具

有交互作用並對網誌日記廣告之溝通效果產生影響」。以下我們先由「廣告溝通

三面向」開始討論： 
 
一、代言人類型與置入形式對回憶效果的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不同的代言人類型對於回憶效果有顯著的影響，經過進一步 
比較發現，「一般消費者代言人」的回憶效果最佳、「專家代言人」次之、「一般

消費者代言人」的回憶效果顯著優於「名人代言人」，而「專家代言人」的回憶

效果雖介於二者之間，但其差異未達顯著。 
   
    在不同的置入形式對回憶效果的比較而言，其差異性達到顯著，「文章中置

入」形式的回憶效果顯著優於「文章外置入」的廣告形式。 
 
    另外，研究結果發現，「過去的品類使用經驗」對於回憶效果是有顯著的影

響力的。 
 
二、代言人類型與置入形式對品牌態度的影響 
 
    根據研究結果，不同的代言人類型對於品牌態度具有顯著的影響力，並進一

步利用 LSD 法比較後發現，「名人代言人」的品牌態度效果明顯低於「專家代言

人」與「一般消費者代言人」，但「專家代言人」與「一般消費者代言人」兩者

間沒有顯著的差異性，若由平均數來判斷，「一般消費者代言人」整體的品牌態

度是優於「專家代言人」的。 
 
     在不同置入形式的品牌態度方面，並未形成顯著的差異性，顯示兩種不同

的置入形式對於受測者的品牌態度形成上沒有太大差異；但透過進一步觀察可發

現，「文章中置入」形式的品牌態度是優於「文章外置入」形式的。 
 
    雖然代言人類型與置入形式二者在品牌態度上並未具有顯著的交互作用，但

我們以平均數分配比較之，發現在「文章中置入」的廣告形式下，「一般消費者

代言人」的品牌態度優於「專家代言人」，但採用「文章中置入」的廣告形式時，

「專家代言人」的品牌態度優於「一般消費者代言人」；其中，「專家代言人」品

牌態度在不同置入形式間的差異較大。另外，「名人代言人」在不同置入形式間



得到的品牌態度均是最末的。 
 
    另外，研究結果發現，「對代言人的態度」對於品牌態度是有顯著的影響力

的。 
 
三、代言人類型與置入形式對購買意願的影響 
 
    根據研究結果，不同的代言人類型對於購買態度具有顯著的影響力，並進一

步利用 LSD 法比較後發現，「名人代言人」的品牌態度效果明顯低於「專家代言

人」與「一般消費者代言人」，但「專家代言人」與「名人代言人」兩者間沒有

顯著的差異性，若由平均數來判斷，「專家代言人」整體的品牌態度是優於「名

人代言人」的。 
 
    在不同的置入形式對購買意願的比較而言，其差異性達到顯著，「文章中置

入」形式的購買意願顯著優於「文章外置入」的廣告形式。 
 
    另外，研究結果發現，「對代言人的態度」對於購買意願是有顯著的影響力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