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架構及實驗方法研究架構及實驗方法研究架構及實驗方法研究架構及實驗方法 

 

3.1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題討論：不同外在吸引力的代言人，搭配何種產品類型可

獲得較高的「廣告效果」和「代言人可信度」評價。同時本研究以「買

者知識」作為干擾變數，檢視不同「買者類型」的消費者對不同的「代

言搭配組合」是否存在不同程度的評價。本研究另一個重點是：當消費

者看到代言結果為成功/失敗之後，對代言人可信度評價是否會產生變

化；如果是，這些變化是否會因為不同適配組合而存在顯著的差異。本

研究架構如圖 3-1。 

 

 

 

 

圖 3-1：本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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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變數研究變數研究變數研究變數與研究假設與研究假設與研究假設與研究假設 

 

3.2.1 研究變數研究變數研究變數研究變數 

一一一一、、、、自變數自變數自變數自變數 

1. 代言人外在吸引力  

 本研究將代言人的外表吸引力分成「高度外表吸引力」和「低度外

表吸引力」。高度外表吸引力者具備美麗的臉部外觀 (Richins,1991)，和

纖瘦的身體特徵（Striegel-Moore, Silberstein and Robin, 1986）。低度外表

吸引力者的外貌、身體特徵則相對平凡。就一般消費者的認知，具高度

外表吸引力者通常會伴隨著具社會成就、知識學問、關心他人和行為正

直等性格特徵（Eagly, et al.,1991）。Walster（1972）的研究也指出具高

度外表吸引力的人比低度吸引力外表的人具備更多有趣、善良、強壯、

善於社交、負責、外向活潑等人格特質。 

2. 產品種類 

 此篇研究將產品分成「可提升外在吸引力產品」和「無法提升外在

吸引力產品」。根據 Bower & Landreth (2001)定義，外表吸引力相關產品

包括 1.促進個人外表特徵的產品（Beauty-enhancing）：例如唇膏、首飾、

服飾等；2.解決外表瑕疵的產品（Problem-solving）；例如去頭皮屑洗髮

精、粉刺鼻貼等。賀傳智(2001)將非外表吸引力相關的產品分成 1.社交

品：即能促進個人社會吸引力的產品，例如跑車、高級手機；2.功能品：

例如感冒藥、衛生紙等。其研究結果發現「高度外表吸引力模特兒」代

言「促進美產品」和「社交品」時，比「低度外表吸引力模特兒」代言

這兩種產品時，獲得更高的代言人專業性評價和廣告效果；而「低度外

表吸引力模特兒」在代言「問題解決產品」和「功能品」時，比「高度

外表吸引力模特兒」代言這兩種產品時，獲得更高的代言人專業性評價

和廣告效果。此結果和 Eagly (1991)發現所隱含的意義相似：即「高度

外表吸引力代言人」無論是代言單純提升外表吸引力或是能提升社會吸

引力的產品，都能因為消費者所認知到代言人其他的個人特質（社會成

就、善於外交、負責等），而引導致較高的專業性評價和廣告效果。因

此綜合上述研究發現，此篇將「提升外在吸引力產品」定義為「能促進

使用者身體吸引力或提升使用者社會認同的產品」；將「無法提升外在

吸引力產品」定義為「此產品與提升外在吸引力無關，使用者主要是獲

得該產品所提供的實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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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干擾變數干擾變數干擾變數干擾變數 

1. 產品知識 

 本篇研究利用衡量消費者的客觀知識(Objective Knowledge)，作為

區分「買者類型」的依據。客觀知識即實際儲存在記憶中個人產品知識

的數量和形式 (Kanwar, Olson and Sims,1981；Russo and Johnson,1980；

Staelin, 1978)。 

 

三三三三、、、、應變數應變數應變數應變數 

1. 代言人可信度 

 根據 Ohanian Roobina（1991）的研究將代言人可信度分成吸引力

（Attractiveness）、可靠性（Trustworthiness）和專業性（Expertise）三

個構面來衡量，其定義如下： 

 

（一）吸引力（Attractiveness）：指消費者認為廣告代言人對於產品或服

務具有吸引力，可以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力。 

（二）可靠性（Trustworthiness）：即消費者認為廣告代言人具備誠實、

正直等特性的程度。事實上，不管訊息來源是否具有專業性，高

可靠性的溝通者往往具有說服效果。 

（三）專業性（Expertise）：被定義為溝通者（Communicator）（即廣告

代言人）具有其論證產品之專業知識的程度。 

  

    此篇研究以代言人外在吸引力為自變數，探討代言人和產品之 

間的適配性會不會影響消費者對代言人可信度的評價。因此在衡量代言 

人可信度時，此篇研究以 Ohanian(1990)提出的另外兩個構面：可靠性 

和專業性來衡量。 

 

2. 廣告態度：受測者對廣告態度整體評估喜好與否的傾向（Lutz,  

Mackrnie & Belch,1986） 

3. 品牌態度：受測者對目標廣告產品品牌的感覺與看法，及受測者對

     品牌的評價。 

4. 購買意願：受測者看完廣告之後，對廣告中產品的購買意願。 

 

 將本研究所使用變數的操作性定義和文獻來源整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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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研究變數定義及來源整理 

變數名稱變數名稱變數名稱變數名稱 操作性定義操作性定義操作性定義操作性定義 文獻來源文獻來源文獻來源文獻來源 

      自變數自變數自變數自變數 

代言人吸引力 代言人的外表吸引力：通常指臉

部以及身體特徵。本研究將代言

人分成高度外在吸引力和低度

外在吸引力的代言人。 

1. Striegel-Moore, 

Silberstein and 

Robin, 1986 

2. Richins,1991 

產品種類 本研究將產品分成 

提升外在吸引力產品：「能促進

使用者身體吸引力或提升使用

者社會認同的產品」。 

無法提升外在吸引力產品：「此

產品與提升外在吸引力無關，使

用者主要是獲得該產品所提供

的實質功能」。 

1. Bower & Landreth 

(2001) 

2. 賀傳智（2001） 

      干擾變數干擾變數干擾變數干擾變數 

產品知識 實際儲存在記憶中，關於產品知

識的數量和形式 

1. Kanwar, Olson and 

Sims,1981； 

2. Russo and Johnson, 

1980； 

3. Staelin, 1978 

       應變數應變數應變數應變數 

代言人可信度：專業性 即廣告代言人具有其論證產品

之專業知識的程度 

Ohanian Roobina（1991） 

代言人可信度：可靠性 廣告代言人具備誠實、正直等特

性的程度。 

Ohanian Roobina（1991） 

廣告態度 受測者對廣告態度整體評估喜

好與否的傾向 

Lutz, Mackrnie & Belch, 

1986 

品牌態度 受測者對目標廣告產品品牌的

感覺與看法 

蔡燕婷,2000；李光

勳,2003；賀傳智 2001 

購買意願 受測者看完廣告之後，對廣告中

產品的購買意願 

陳敏郎,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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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 

 

一一一一、、、、代言適配性假說代言適配性假說代言適配性假說代言適配性假說 (Match Up Hypothesis) 

  

根據「Match Up Hypothesis」，適配性高的代言組合將在「廣告效果」

和「代言人可信度」上有較突出的表現。即「高度外在吸引力代言人」

搭配「可提升使用者吸引力產品」時，將獲得較高的代言人專業性評價、

可靠性評價、廣告態度、產品態度和購買意願 (Baker & Churchill 1977；

Bower & Landreth, 2001；Kahle and Homer 1985；Kamins,1990；Till & 

Busler, 2000)。因此我們列出以下假設： 

 

H1a：「高度吸引力代言人」代言「可提升使用者吸引力產品」時，比代

言「無法提升使用者吸引力產品」時，將獲得更高的代言人可信

度評價。相反地，「低度吸引力代言人」代言「可提升使用者吸引

力產品」時，相較於代言「無法提升吸引力產品」，將獲得更低代

言人可信度評價。 

 

H1b：「高度吸引力代言人」代言「可提升使用者吸引力產品」時，比代

言「無法提升使用者吸引力產品」時，將獲得更高的廣告態度。

相反地，「低度吸引力代言人」代言「可提升使用者吸引力產品」

時，相較於代言「無法提升吸引力產品」，將獲得更低的廣告態度。 

 

H1c：「高度吸引力代言人」代言「可提升使用者吸引力產品」時，比代

言「無法提升使用者吸引力產品」時，將獲得更高的品牌態度。

相反地，「低度吸引力代言人」代言「可提升使用者吸引力產品」

時，相較於代言「無法提升吸引力產品」，將獲得更低的品牌態度。 

 

H1d：「高度吸引力代言人」代言「可提升使用者吸引力產品」時，比代

言「無法提升使用者吸引力產品」時，將獲得更高的購買意願。

相反地，「低度吸引力代言人」代言「可提升使用者吸引力產品」

時，相較於代言「無法提升吸引力產品」，將獲得更低的購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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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買者知識買者知識買者知識買者知識：：：： 

 

 Bower & Landreth (2001)和賀傳智（2001）的研究都加入「買者涉入

程度」做為干擾變數，檢視涉入程度是否會對「代言人類型」和「產品

類型」之間的交互作用產生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對「高涉入程度買者」

而言，「高度外在吸引力代言人」代言「可提升外在吸引力產品」時的

廣告效果和來源專業性，的確比代言「無法提升外在吸引力產品」時還

高。因此對「高涉入程度買者」來說，代言人與產品特質的適配與否是

影響其對廣告訊息認知的主要原因。相對地，對「低涉入程度買者」來

說，代言人的外在吸引力特質屬於周邊線索，適配性高低不會影響其對

廣告訊息的認知（Bower & Landreth, 2001)。 

 

ELM 說服模式（Petty and cacioppo,1981）提出消費者對外界訊息的

處理可歸納為「中央路徑」（Central route）和「周邊路徑」（Peripheral 

Route）兩種，而究竟採取哪一種路徑則決定於消費者本身的動機（涉

入程度）和能力（產品知識）。當消費者具備高涉入程度或高產品知識

時，會採取中央路徑的方式，對訊息作深思熟慮的考量之後再做出最後

的決策；而當涉入程度低或產品知識低時，消費者則透過周圍線索

（Peripheral Cue）進行決策，此時個人對訊息的評估行為較容易受到主

觀情感的影響（Petty and cacioppo,1986）。 

 

Celsi and Olson（1988）的研究進一步發現「涉入程度」及「買者知

識」在影響消費行為程度上呈現正向關係：高涉入程度的消費者在投入

心力於瞭解和注意廣告訊息的過程當中，會從長期記憶裡擷取大量的相

關知識，而這些知識可以幫助消費者闡述所認知到的訊息。反之，對低

涉入程度者而言，因為本身投入訊息過程的心力少，自然而然擷取的相

關知識就少。因此對高知識買者來說，若在進行消費決策的過程中也是

透過「中央路徑」的思考模式，那代言人和產品之間的適配程度是影響

其對廣告認知的主要因素；對低知識買者來說，若在進行消費決策的過

程中也是透過「邊陲路徑」的思考模式，那代言人的外表吸引力才是影

響消費者對廣告認知的重要因素，而非代言適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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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合 Bower & Landreth(2001)和 Celsi and Olson（1988）的研

究結果，以「買者知識」做為干擾變數進行分析。一般而言，依照知識

結構的高低可分成「專家型買者」（Expert）與「生手型買者」(Novice)

兩種（Mitchell and Dacin,1996），並且依據「買者知識」和「涉入程度」

之間的關係做出以下推論：相較於「生手型買者」而言，「專家型買者」

對「高度外在吸引力代言人」代言「可提升外在吸引力產品」有較高的

適配性聯想，於是會產生較高的代言人可信度和廣告效果的評價。反

之，「專家型買者」對適配性低的組合會引發較多不合適的想法，因此

會比「生手型買者」有更低的代言人可信度和廣告效果評價。歸納的假

設如下： 

 

H2a：「專家型買者」對代言人外表吸引力和產品類型適配性高的組合所

引起的代言人可信度評價，高於「生手型買者」。 

 

H2b：「專家型買者」對代言人外表吸引力和產品類型適配性高的組合所

引起的廣告效果，高於「生手型買者」。 

 

H2c：「專家型買者」對代言人外表吸引力和產品類型適配性低的組合所

引起的代言人可信度評價，低於「生手型買者」。 

 

H2d：「專家型買者」對代言人外表吸引力和產品類型適配性低的組合所

引起的廣告效果，低於「生手型買者」。 

 

三三三三、、、、代言結果的操弄代言結果的操弄代言結果的操弄代言結果的操弄：：：： 

 

此篇研究除了討論買者知識和適配性（Match Up）之間的互動議題

之外，還加入「代言結果訊息」此操弄變數，檢視「代言適配性」和「代

言結果」之間的交互作用，是否對代言人可信度的評價產生影響。過去

關於操弄「代言活動相關訊息」的研究，大部分是討論代言人本身的負

面新聞是否影響廣告效果，例如 Brian and Terence(1998)以聯想節點

（Associate Node）來解釋代言人和代言產品之間的關係，其研究指出：

當代言人的負面新聞出現之後，若消費者認知此廣告代言人和代言產品

之間的連結性越強，則其認知品牌評價下降的幅度將大於代言連結性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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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組合。因此根據 Brian and Terence(1998)的發現和指導教授討論的結

果，本研究將「代言訊息」擴展至整個代言活動的成功或者失敗，並討

論「代言結果」是否和「代言適配性」產生交互作用，即對適配性高的

組合（例如：高度外表吸引力的代言人搭配能促進買者吸引力的產品）

來說，代言成功是可以被預期的，推論代言人可信度的評價不會因為此

代言結果而產生顯著變化。反之，若代言失敗，代言人可信度是否還能

維持代言前的水準則有待商榷。對適配性低的組合（例如：低度外表吸

引力的代言人搭配能促進買者吸引力的產品）來說，代言失敗是可以被

預期的，推論代言人可信度的評價不會有顯著的變化。如果代言成功，

則推論代言人的可信度水準上升。因此我們假設： 

 

H3a：若代言結果成功，對高適配性代言組合中的代言人而言，其可信

度評價變化的幅度將小於低適配性代言組合中，代言人可信度評

價變化的幅度。 

 

H3b：若代言結果失敗，對高適配性代言組合中的代言人而言，其可信

度評價變化的幅度將大於低適配性代言組合中，代言人可信度評

價變化的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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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設計設計設計設計 

 

3.3.1 實驗設計實驗設計實驗設計實驗設計 

  

 有關廣告代言人的實證研究大多是採取實驗設計的方式進行，也是

測定因果關係的有效方法。實驗設計是依照研究目的創造一個「可控制

的」、「人為的」實驗環境，並且對想研究的變數進行操弄，以測定其實

證效果。 

 

本研究採用統計實驗中的因子設計(Factorial Design)，測定每一個 

因子的主效果和各變數之間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 Effect)。根據研究目

的和假設，此研究實驗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所操弄的自變數有兩

個：即「代言人類型」與「產品類別」。代言人類型可以分成「具高度

外表吸引力」與「具低度外表吸引力」兩種，產品可分成「可提升外在

吸引力」和「不能提升外在吸引力」兩種。第二階段加入「代言結果」

這個自變數，來看第一階段所做的假設是否會受到此變數的影響。代言

結果依照代言產品銷售量的成績可分成「代言成功」和「代言失敗」兩

種。所以此研究實驗為 2（高/低度吸引力的代言人）x 2 (能/不能提升

外在吸引力的產品）x 2 (代言結果成功/失敗) 的設計。 

          

表 3-2  本研究之廣告實驗設計 

高吸引力 低吸引力 代言人吸引力 

      產品種類 代言成功 代言失敗 代言成功 代言失敗 

吸引力相關產品 A B C D 

非吸引力相關產品 E F G H 

  

  本實驗採取「獨立樣本受試者間設計」(between subject design)，即

每一個受測者均隨機分配到八個不同的實驗處理中（treatment A~H），

並只接受所有自變數之水準組合中的一種實驗情況，不同處理內的受測

者無法接觸到其它實驗處理，以免影響實驗的正確性。 

 

 此研究的實驗產品選擇和廣告代言人選擇將透過前測來進行篩選，

茲將前測的產品定義和代言人定義歸納在下一部份討論。 



 34

3.3.2 前測問卷設計前測問卷設計前測問卷設計前測問卷設計 

  

 依照研究需要，問卷分成前測問卷和正式問卷兩個部分。 

� 前測問卷： 

 

前測問卷主要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選出實驗所需要的產

品；第二個部分選出實驗廣告中的代言人。為了避免受訪者原本對產品

品牌存在先前的既定印象會影響實驗結果，此篇研究找台灣沒有上市或

者知名度較低的品牌以進行實驗操弄。 

 

1. 實驗產品根據假設分成「能提升外在吸引力產品」和「無法提升外

在吸引力的產品」。問卷先列出這兩種產品類別的定義，接著舉出六

個產品，請受訪者依照自己的主觀認知回答這六個產品是否能提升

外在吸引力的問題，採 Likert 七點量表進行衡量。為了配合研究目

的和假設中必須對受訪者做「產品知識」的衡量，所以產品選擇需

滿足下列條件：1.必須存在買者知識高和買者知識低的消費者。2.

必須存在大量的產品品牌、產品的模型和產品的功能屬性（Physical 

Attributes）、和其表現的屬性（Performance Attributes）。3.產品本身

性別傾向低，消費者的性別差異不至於影響其產品知識的多寡

（Mitchell and Dacin,1996）。因此我們選擇跑車跑車跑車跑車、、、、太陽眼鏡太陽眼鏡太陽眼鏡太陽眼鏡、、、、洗髮精洗髮精洗髮精洗髮精、、、、

個人電腦個人電腦個人電腦個人電腦、、、、手機手機手機手機、、、、手錶手錶手錶手錶做為前測的產品項目選擇。 

 

 

2. 實驗代言人的選擇分成 高/低 外表吸引力的代言人，並依此進行前

測。問卷設計找了四位知名度較低的職業模特兒來進行，避免在正

式實驗時，受測者對廣告代言人的先前印象影響了代言人可信度的

評估。測試代言人外表吸引力高/低的問項參考賀傳智（2004），使

用 Likert 七點量表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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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前測問卷結果前測問卷結果前測問卷結果前測問卷結果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前測問卷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實驗產品的選擇，分別選出

能提升個人外在吸引力和無法提升個人外在吸引力的產品。第二部分則

是選出實驗的模特兒，請受測者填答關於問卷中描述模特兒外表的相關

問題之後，分別選出高度吸引力外表和低度吸引力外表的模特兒。 

 

一、受測者背景資料 

 

 本次前測共發出 33 份，扣除無效問卷 3 份之後，有效問卷共 30 份。

前測採取便利抽樣的方式，受測者皆以研究生和大學生為主，男女比例

接近 1：1（男生：14 位；女生：16 位），就讀學院涵蓋商學院、文學院、

社會科學學院、外文學院等。受測者的背景資料分部如下： 

 

表 3-3：前測受測者個人背景資料 

學院別  

商學院 社科院 外語學

院 

文學院 法學院 其他 合計 

研究所 19 0 0 1 0 2 22 

大學 0 2 2 3 1 0 8 

合計 19 2 2 4 1 2 30 

 

二、實驗產品選擇 

  

 前測問卷產品先定義出能提升個人外在吸引力和無法提升個人外在

吸引力，再請受測者根據問卷中提到的產品項目（包括跑車、洗髮精、

太陽眼鏡、個人電腦、手機、手錶）進行問卷填答。填答方式以 Likert

七點量表進行，若受測者非常同意某個產品項目能提升個人外在吸引力

則給七分；非常不同意則給一分，以此類推。以平均得分最高者為能提

升個人外在吸引力的產品；得分最低者為無法提升個人外在吸引力的產

品，六項產品的平均得分整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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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產品分類平均得分表 

產品分類 跑車 洗髮精 太陽眼鏡 個人電腦 手機 手錶 

平均得分 5.37 3.43 5.23 3.77 4.87 5.70 

排序 2 6 3 5 4 1 

 

從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受測者認為最能提升個人外在吸引力的產

品是手錶（5.70），而最無法提升個人外在吸引力的產品是洗髮精

（3.43）。本研究以手錶產品為可提升個人外在吸引力的產品；以洗髮精

產品為無法提升個人外在吸引力的產品。接著對手錶和洗髮精的吸引力

得分進行成對樣本 t 檢定，得到結果如下： 

 

表 3-5：產品分類成對樣本 t 檢定 

成對樣本檢定 

成對變數差異 t 自由度 顯著性（雙尾）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標準誤 

 

 

手錶 – 洗髮精 2.27 1.87 .34 

 

6.624 

 

29 

 

0.000 

    

    從上表可看出手錶在提升外在吸引力的得分優於洗髮精，達到顯著

水準（P < 0.05）。 

 

 

三、實驗代言人的選擇 

 

 前測問卷中的代言人分別是從兩家模特兒經紀公司的官方網頁上選

取（明豔光國際模特兒演藝事業經紀公司、洛克國際模特兒經紀公司），

共選出四位模特兒，並請受測者依照圖片中模特兒的外表填答敘述性的

相關問題共五題，其中三題是正面式的問法，填答非常同意者得七分，

非常不同意者得一分，以此類推；另外兩題則是負面式的問法，回答非

常同意者得一分，非常不同意者得七分，以此類推。將這五個題項的得

分加總，計算每位模特兒的總分平均（最低總得分 5 分，最高總得分 35

分），實驗選取最高總分平均者高度吸引力代言人；總分平均最低者為

低度吸引力代言人。平均得分整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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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模特兒平均得分 

模特兒 一號 二號 三號 四號 

總分平均 24.40 14.27 28.07 17.93 

排序 2 4 1 3 

 

 從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三號模特兒的總分平均最高（28.07 分）；而

二號模特兒的總分平均最低（14.27 分）。所以實驗以三號模特兒最為高

度吸引力代言人，二號模特兒為低度吸引力代言人。接著對二號代言人

和三號代言人進行成對樣本 t 檢定，得到統計分析結果如下： 

 

表 3-7：模特兒吸引力成對樣本 t 檢定 

成對樣本檢定 

成對變數差異 t 自由度 顯著性（雙尾）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的標準誤 

 

 

Model 2 – Model 3 -13.8 6.48 1.18 

 

-11.669 

 

29 

 

0.000 

 

從附表四可以清楚看出兩位模特兒的外在吸引力的確有顯著的差異

（95%的顯著水準），即二號模特兒的吸引力顯著低於三號模特兒的吸

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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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實驗廣告設計實驗廣告設計實驗廣告設計實驗廣告設計 

 

1. 產品選擇 

經前測結果選擇手錶為「能提升外在吸引力產品」；而洗髮精為「無

法提升外在吸引力產品」 

 

2. 代言人選擇 

經前測結果選出一個具備高度外在吸引力和一個具備低度外在吸引

力的模特兒做為廣告代言人。 

 

3. 品牌選擇 

實驗廣告中的品牌名稱最好是受測者沒聽過的，避免這些受測者先

前對此品牌的印象影響了實驗操弄。大部分關於廣告的實證研究可

分成三種方式來處理：虛擬品牌（Fridman & Friedman, 1979；Till and 

Busler, 2000）、實際存在但知名度低的品牌（Kamins,1989）、遮蓋品

牌名稱（Freiden,1984）。本研究為了配合第二部分代言結果的訊息

操弄，所以選擇實際存在但知名度較低的品牌來進行實驗。因此手

錶品牌選擇 GOTO；而洗髮精品牌選擇 Infusium，這些都是沒有在

台灣地區一般媒體上進行廣告宣傳的品牌。 

 

4. 廣告內容 

此研究利用平面廣告的方式來進行，為了表現兩位不同吸引力代言

人的特徵，實驗廣告都採用彩色印刷來呈現。廣告內容的設計依據

Dunn & Barban (1985)所界定的廣告組合，一個好的平面廣告所具備

的元素包括： 

(1) 文字部分：如標題、口號、文案、品牌名稱、廠商名稱、零售

商名稱等等。 

 

(2) 非文字部分：如商品的商標、包裝式樣、插圖、字體、排版、

空白、色彩等。 

 

    此研究共有四組實驗廣告，分別為高度吸引力代言人搭配手錶、 

低度吸引力代言人搭配手錶、高度吸引力代言人搭配洗髮精、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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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力代言人搭配洗髮精。每幅廣告都有標題、文案、代言人照片、 

產品圖片。其中文案的撰寫採用代言人推薦的口語，透過代言人敘 

述使用產品之後的成效和心得，呈現出廣告產品的特色或功能屬 

性。而為了避免實驗誤差，每個廣告之中代言人所敘述的產品功能 

屬性數量必須一致。 

     

    依照東方消費者行銷資料庫 EICP (2004)的調查，消費者購買 

手錶最在意的屬性前五名依序為：款式造型佳、價錢、耐用、品牌 

形象佳、有防水功能等五項。因為實驗廣告中的產品必須找知名度 

低的品牌，為了避免敘述其品牌形象佳，有降低廣告可信度的疑慮， 

因此手錶廣告的訊息內容以其他四項功能屬性做為代言人介紹產 

品的依據。而消費者購買洗髮精最在意的屬性前五名依序為：適合 

髮質、清爽配方、深層清潔、柔順不糾結、去頭皮屑等五項。因為 

男、女生對柔順不糾結的屬性重視比率差距太大（男生為 18.8%、 

女生為 31.4%），因此洗髮精廣告的訊息內容以其他四項功能屬性做 

為代言人介紹產品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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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正式問卷設計正式問卷設計正式問卷設計正式問卷設計 

1. 正式問卷依照變數類別和問項整理如下表： 

表 3-8 正式問卷設計 

變數類別變數類別變數類別變數類別 變數名稱變數名稱變數名稱變數名稱 衡量尺度衡量尺度衡量尺度衡量尺度 問項內容問項內容問項內容問項內容 

自變數 代言人 

吸引力 

李克特 

七點量表 

1. 我覺得廣告中的代言人的外表是具吸引

力的。 

2. 我覺得廣告中的代言人具高貴優雅的氣

質。 

3. 我覺得廣告中的代言人具性感的特質。 

4. 整體而言，我覺得廣告中的代言人是漂亮

的。 

應變數 代言人 

可靠性 

李克特 

七點量表 

1. 我覺得廣告中的代言人是可靠的 

2. 我覺得廣告中的代言人是誠實的 

3. 我覺得廣告中的代言人是誠心誠意推薦

此產品 

4. 我相信廣告中代言人所推薦的產品品質

是一流的 

應變數 代言人 

專業性 

李克特 

七點量表 

1. 我覺得廣告中的代言人經常使用此產品 

2. 我覺得廣告中的代言人對產品有相當程

度的瞭解 

3. 我覺得廣告中的代言人具有與此產品相

關的專業知識 

4. 整體而言，我覺得廣告中的代言人是具專

業性的。 

交互作用 代言人和 

產品間 

適配程度 

李克特 

七點量表 

1. 我覺得廣告中的代言人和產品的結合相

當合適 

2. 身為_____的代言人，我認為廣告中的模

特兒相當適合。 

3. 身為_____的代言人，我認為廣告中的模

特兒相當有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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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類別變數類別變數類別變數類別 變數名稱變數名稱變數名稱變數名稱 衡量尺度衡量尺度衡量尺度衡量尺度 問項內容問項內容問項內容問項內容 

應變數 廣告態度 李克特七點

量表 

1. 我覺得這篇廣告讓人印象深刻 

2. 我覺得這篇廣告所提供的資訊很符合消費

者需要 

3. 我覺得這篇廣告很有吸引力 

4. 我覺得這篇廣告很值得採信 

5. 我很欣賞這個廣告 

 

應變數 品牌態度 李克特七點

量表 

1. 我很喜歡廣告中的產品品牌 

2. 我覺得廣告品牌的產品品質比其他品牌好 

3. 此廣告能引起我對此品牌其他產品的興趣 

4. 看完廣告之後，我會將此品牌的產品介紹

給其他人知道 

5. 我覺得購買此品牌的產品沒有風險 

 

應變數 購買意願 李克特 

七點量表 

1. 看了廣告之後，我覺得此品牌的產品值得

購買 

2. 看了廣告之後，我會有很想去購買此品牌

產品的意願 

3. 若預算沒問題，我會想購買此品牌的產品 

干擾變數 產品知識 名目尺度 根據洗髮精和手錶兩項產品發展可衡量知識各

八題問項，以區別出「生手」和「專家」買者。 

 

人口統計變

數 

性別 名目尺度 男/女 

人口統計變

數 

就讀學院 名目尺度 文/理/社會科學/法/商/外國語文/工/傳播/國際

事務/教育/其他 

人口統計變

數 

系級 名目尺度 大一/大二/大三/大四/研究所 

人口統計變

數 

每月可支

配所得 

區間尺度 5000 元以下/5001~10000 元/10001~15000 元

/15001~20000 元/20000 元以上 



 42

2. 代言結果操弄 

  

 本研究第三個假設加入代言結果的實驗情境，分析在不同的代言結

果訊息揭露之後，各組別中受測者對代言人可信度的看法是否會改變，

而這些改變是否會因為不同組別而出現顯著的差異水準。代言結果情境

是透過新聞發佈的方式，主要內容為代言產品銷售成果的發表：若代言

成功，新聞是以產品銷售量創新高為主要論述，例如手錶產品代言成功

的標題為：「模特兒代言人氣旺，GOTO 手錶首賣單週創 500 隻銷售量」。

若代言失敗，新聞是以產品銷售量不到去年同一季的一半為主要論述，

例如手錶產品代言失敗的標題為：「模特兒代言人氣滑落，GOTO 手錶

首賣單週僅達 100 隻銷售量」。 

 

 此外，為了緊密連結「代言活動」和「產品銷售量」的關係，新聞

內文也包括代言人對銷售量正面影響或負面影響的論述，例如手錶產品

代言成功的內文其中一段：「為了順應名模代言的熱潮，在進行宣傳時

找來專業模特兒進行代言，如此相輔相成之下，產品一上市便獲得好成

績。」手錶產品代言失敗的內文其中一段：「消費者認為應該找孫燕姿

等歌手、名人進行代言較具說服力，而不是找知名度較低的展場模特

兒。」 

 

3. 發展產品知識題項 

  

 衡量產品知識的問項來源是先透過對產品功能、用途、使用方法進

行分類之後，再進行相關題項的發展。首先依照手錶和洗髮精各發展出

10~12 個題項，接著透過網路搜尋產品討論區，請討論區的瀏覽者進行

回答，將答對最多和答對最少的題目剔除後，兩個實驗產品各剩下八個

問題，成為正式問卷中衡量買者知識的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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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資料收集資料收集資料收集資料收集 

 

1. 研究對象 

  

 此實驗設計樣本以非企管行銷相關科系的北部地區大學學生為

主，並由各校代表於同學下課時間以班級為單位進行問卷填答。受

測者就學背景包括國立政治大學、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大同理工學

院、淡江大學等四所學校。 

 

2. 抽樣方法 

   

  本實驗採取實驗因子設計，每個廣告實驗組需要 30 個樣本，因

此本研究需要 240 份的有效問卷。為了達到實驗需求，本問卷總共

發放 280 份問卷。抽樣方式是採取便利抽樣的方式，即以各校代表

上課的班級進行。 

 

3. 填答問卷流程 

  

 各校代表於課堂的下課休息時間隨機發放問卷，即同一個班級

的受測者會拿到八組不同的問卷，而每一位受測者僅接觸到其中一

組。每一份問卷包括一組實驗廣告、實驗結果的訊息和正式問卷，

受測者被告知實驗目的之後再進行填答。首先請受測者觀看實驗廣

告 30 秒鐘，再進行填答。當受測者填完問卷前四個部分的題項之

後，會看到一則廣告代言結果的訊息約 30 秒鐘，再請受測者填答最

後三個部分的題項。整份問卷填答的時間約 8 ~ 10 分鐘不等。 

 

4. 問卷回收結果 

   

  本研究總共發放 280 份問卷，每個實驗組別各發 35 份問卷，

 共回收 267 份問卷，回收率為 95.35%。經刪除無效問卷後，有效問

 卷剛好達 240 份，有效回收率為 85.72 %。各組別回收的有效問卷 

 數目分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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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有效回收問卷分佈 

高吸引力 低吸引力 模特兒吸引力 

      產品種類 代言成功 代言失敗 代言成功 代言失敗 

手錶 30 30 30 30 

洗髮精 30 30 30 30 

  

 即各實驗廣告組別的有效問卷皆達到最低問卷數目要求，30 份。可

以開始進行資料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