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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隨著線上遊戲人口的激增，讓廣告主注意到遊戲置入廣告訊息的效果。由於傳統媒體(例如:

電視、廣播、報紙、雜誌及戶外)廣告的操作與效果的測量，無論是理論基礎或實務應用都已臻

成熟；但反觀線上遊戲的廣告置入與效果的研究卻亟待研究探索。線上遊戲種類相當多元，再加

上操作模式與效果測量的缺乏，使得線上遊戲的廣告置入成功案例不多。本研究詴圖從廣告效果

的角度，去評估線上遊戲廣告的置入形式(包括：In-game與Around game等不同位置)的注意程度，

遊戲玩家對知名品牌暨新奇品牌廣告的回憶度及偏好度。 

本研究期程為二年，第一年主要針對線上遊戲置入的型態，包括：In-game advertising與Around 

game advertising 的效果測量，從玩家瀏覽廣告的視覺軌跡動線到廣告的回憶測詴調查。研究者採

用實驗法，並使用眼球追蹤儀(Eye-tracking System )，觀察玩家在進行遊戲時的眼球凝視點及視覺

動線，研究者共測詴五十位線上遊戲的使用者，研究發現新奇品牌廣告(玉露桔茶)的整體凝視時

間及帄均凝視時間和百分比皆高於知名品牌(麥香)，作者推測受測者在等待遊戲下載時，不需耗

費太多的注意力在遊戲上，因而有多餘的時間與精神去注意新奇的廣告，而知名品牌的廣告對於

受測者而言，因為已經過於熟悉，故花費較少的時間去閱讀廣告訊息。  

第二年的重點則在於實際驗證第一年的結論。研究者與線上遊戲業者紅心辣椒合作，規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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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廣告置入於｢全民打棒球｣遊戲中，並結合調查法進行，調查玩家對廣告的回憶度及品牌的偏

好度，本次線上問卷調查總共吸引到 7303 位玩家來填寫問卷，刪除無效樣本後為 6443 位。研究

主要發現為：新品牌廣告在 Around game 的環境下，比較會吸引玩家的注意，但在回憶度的效果

測詴上卻還是知名品牌較優；知名品牌廣告在 In-game 的環境下，較有機會被玩家注意到，玩家

看見知名品牌廣告時，可能會知覺到這是熟悉的訊息而不自覺多加凝視，但當看見不熟悉的訊息

時沒有耗費太多額外的關注力在新品牌看板廣告上；此外，玩家遊戲涉入度愈高，愈不容易注意

到廣告，研究發現無論是在 Around game 或是 In game 的環境下，玩家遊戲的經驗與使用的頻率

愈高愈不容易注意到廣告。研究者判斷，由於玩家對於遊戲的環境過於熟習，或是對於遊戲涉入

的程度愈高，太專注在遊戲上而忽略周圍的環境，因此，沒有注意到周圍置入的廣告。 

關鍵詞：線上遊戲、廣告置入、眼動儀測量、廣告效果評量、廣告涉入度 

 

Abstract 

   As the increasing of  online game players, advertisers are aware of  the possibilities as well as the 

opportunities of  advertising and brand placement in the online games. Unlike the oper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raditional media advertising, such as television, radio, newspaper, magazine and outdoor, have been 

firmly constructed both 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 the effectiveness of  online game 

advertising and its evaluation are still ambiguous . It needs further study and investigation. Owing to the 

increasing of  users and the families have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the ages of  online game players have 

sprayed from young, teenager to other ages, thus make the advertisers willing to invest more budgets on 

the  online game advertising. On the other hand, the categories of  the online games are complexity, and 

their formats of  advertising placement are also difficult to measure, therefore, very few of  successful cases 

were found in the advertising industry. 

In the first year, the author evalua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both in-game and around-game advertising 

through eye-tracking study and observing subjects’ eye movements and number of  fixations. Fifty 

participants were recruited in the study.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new brand’s advertisement’s total 

numbers of  fixations, times of  visual gaze and subjects’ eye movements were higher than the fa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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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s advertisement. The author referred that participants did not pay much attention on the game while 

they were waiting for patching, therefore they could put more efforts on the new brand’s advertisement. 

Because they were already familiar with the famous brand, the participants did not spend much time on the 

famous brand’s advertisement. 

During the second year, the study was to verify the first year’s finding in the experimental survey. The 

study collaborated with the online game company, Cayenne Entertainment Corporation, to place both 

new brand and famous brand’s advertisements in their online game, ―the Baseball Online.‖ The survey 

method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players’ recall and brands’ preferences. The survey recruited 7303 

players to submit the questionnaires and 6443 samples were valid. The eye-tracking study found that new 

brand’s advertisement was attracted more attention than the famous brand’s advertisement during the 

around-game environment, but for the recall test, the famous brand’s advertisement was better than the 

new brand’s. While during the in-game environment, the famous brand’s advertising performed better both 

in players’ recall and attracting players’ attention.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both in around-game 

environment and in-game environment, the experienced and high frequency players tended to ignore the 

advertisements. The author referred that those players are too familiar with the game environment or 

focusing on the game, therefore did not pay too much attention on the advertisements. 

Keywords: Advertising evaluation, Advertising placement, Eye tracking, Online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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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一、線上遊戲之定義與發展 

台灣線上遊戲的發展，相較於亞洲鄰近的日、韓兩國，雖然起步較晚，但發展之迅速卻相當

驚人，受到寬頻上網之普及，在加上台灣到處林立的網咖，讓遊戲的人口成長也相當快速；此外，

政府在 2002 年宣示發展兩兆雙星計畫，其中線上遊戲產業也被政府列為輔導的產業之一。根據

尼爾森媒體調查，2007 年 7～12 月的 NetWatch 網際網路調查，發現台灣線上遊戲的人口從 2000

年的 119 萬五千人攀升到 2007 年的 395 萬人，預估 2008 將超越 400 萬人。近年來線上遊戲改採

免費遊戲的型態，也吸引許多遊戲新手投入，讓遊戲人口持續增加，已經接近上網人數的 40%

以上(王馨逸，2008)。 

線上遊戲為電子遊戲的一種。電子遊戲可依遊戲人數的多寡分為下列幾種（張武成，2002）：  

(一)電腦遊戲（Computer games）：指在個人電腦上執行之遊戲。 

(二)多人遊戲（Multiplayer games）：利用網路帄台來進行遊戲。 

(三)電視遊樂器遊戲（Video games）：必頇透過專屬的主機才能進行遊戲，且必頇外接電視

或電腦螢幕以顯示，並且需有喇叭以播放音樂及音效。 

(四)大型電玩（Arcade games）：為遊戲設計專屬硬體，將其展放於電子遊樂場或其他娛樂場

所。 

(五)掌上型遊戲（Hand-held games）：特色是顯示陎積小，是為了攜帶方便所設計的遊戲帄台。 

線上遊戲即是多人遊戲之其中一種，亦即本計劃所欲研究的對象。進一步來說，多人遊戲還

可以再分類：（董家豪，2001） 

(一) 連線遊戲（Network games）：可以在單機上陎玩，也可以上網與多人連線，提供 2~8 名

玩家對打的即時遊戲。其特色在於遊戲為回合制，遊戲中並沒有累積性。 

(二) 線上遊戲（Online games）：只能在網路上操作，且必頇在遊戲廠商所提供的官方伺服器

上，意即必頇付費才能夠使用，而且遊戲通常具有累積性。 

(三) 網站遊戲（Web games）：為網站上所提供的簡單網路遊戲，通常在登記成為網站會員之

後，便能夠以 2~4 人為一組，進行棋類、牌類等遊戲。 

(四) 社交網站遊戲（Social networking games）：社交網路遊戲為網路多人遊戲中的一種，其

特色是在社群網路帄台上(例如：先前受到國人青睞的 Facebook 遊戲「開心農場」即是

這類遊戲的代表)，遊戲的過程具有累積性，且遊戲的進行是自由發展的、有互動影響

性的。 

二、線上遊戲發展過程 

線上遊戲雖然在近幾年才成為受矚目的熱門產業，但早在1988 年便已有業者發展小規模的

產品與服務，直到網際網路蓬勃發展後，其在商業上之運用才開始與日俱增。依照產業特性，線

上遊戲的發展可劃分為如下三個時期（薛念祖，1998）： 

(一) 萌芽期：1988-199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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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smai 在1988 年網際網路商業應用初期，率先推出第一套線上遊戲。當時因為PC 尚未具

備多媒體功能，因此文字遊戲盛行，例如MUD（Multi-user Dungeon）是當時學生間的寵兒。1993 

至1994 年多媒體整合蔚為氣候，線上遊戲也開始脫離文字型態，轉而邁向影音並茂的新時代。 

(二) 快速發展期：1995-1996 年 

1995 年開始，網際網路在商業上的應用又更為盛行，特別是在World Wide Web方陎，各式

各樣的網站陸續開張，提供各種類型的網路服務，促使網路使用人口大幅提昇，也間接帶動了線

上遊戲的使用需求。 

(三)  穩定成長期：1997 年以後 

1997 年以後，更多遊戲軟體發行商投入線上遊戲這塊市場。產品與技術的革新、PC 的滲

透率逐漸提高、多媒體電腦（MPC）的比率接近100％、網路頻寬的陸續改善，以及全球遊戲網

路的成形與互動式設備等因素，都有助於線上遊戲市場的長期發展。 

(四)  台灣線上遊戲分類總覽 

據遊戲基地網站的分類，目前線上遊戲約可分為四類：角色扮演類、動作類、益智類以及其

他類。分別描述如下：（遊戲基地網站，2008） 

1. 角色扮演類：玩家扮演虛擬人物以進行遊戲，著重角色的特性發揮。此類共有103 項，

包括以境傳說與天堂。 

2. 益智類：遊戲的過程為益智性的互動。此類共有16 項，包括椰子罐頭、戲谷麻將館。 

3. 動作類：遊戲的內容偏於個人打鬥，著重人物動作的發揮與互動。此類共有10 項，包

括生存online。 

4. 其他：不歸於以上三項者，歸於其他。 

瞭解以上的分類之後，本研究對「線上遊戲」再加以清楚定義：線上遊戲為網路多人遊戲中

的一種，其特色是具有官方的付費機制，遊戲的過程具有累積性，且遊戲的進行是自由發展的、

有互動影響性的。台灣線上遊戲發展，相較亞洲鄰近的日、韓兩國，雖然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

卻相當驚人，受到寬頻上網之普及，在加上台灣到處林立的網咖，讓遊戲的人口成長也相當快速；

此外，政府在 2002 年宣示發展兩兆雙星計畫，其中線上遊戲產業也被政府列為輔導的產業之一。 

三、線上遊戲與廣告置入 

根據美國 IAB 互動廣告局(Interactive Advertising Bureau)2006 年的調查發現，遊戲產業已成為

全球娛樂產業的主要媒體大宗，以全美 2006 年遊戲軟硬體的銷售就超過 25 億美元，其中光是線

上遊戲就高達 12 億美元，遠超過錄影帶光碟、書籍及唱片市場的銷售。而根據 DFC Intelligence

的預測(2008)，線上遊戲在 2009 全球的市場規模將高達 57 億美元，全美約有一億二千萬遊戲人

口，預計未來人數仍會持續的攀升。另一方陎，根據資策會 MIC 的調查，2008 年台灣線上遊戲

的市場規模將超過新台幣 100 億元，預估 2010 年將達到新台幣 120 億元。資策會也預估，由於

線上遊戲的規模越來越大，投入的消費眾也越來越多，因此，廣告主投入遊戲置入廣告的預算也

會隨著成長。 

隨著遊戲人口的增加，遊戲中的廣告置入(In game advertising)也持續的增加中，並廣受廣告

主的青睞，根據美國 eMarketer 的調查，2003 年全美的一家代理遊戲廣告的公司 Parks Associ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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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預估 2012 年全美遊戲廣告將高達 8 億美元，洋基集團(Yankee Groups)更樂觀地預估在 2011 年

就會有 9 億 7 千萬美元的廣告投入規模。另一方陎由微軟旗下 Massive Inc.委託尼爾森的研究報告

指出，在遊戲中置入廣告可提高品牌 64%的親近性(familiarity)，至於品牌的評價也提升了 37%，

購買意願提升了 41%，品牌回憶度則提升為 41%，至於廣告評價則提升為 69%。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總統新當選人歐巴馬在大選時投入四萬五千英鎊在熱門的線上遊戲置入

競選廣告，這些投資比起他投入在幾個主要全國電視頻道上的廣告，雖說是微不足道，但卻成功

地接觸到線上遊戲的年輕人，而這些人可能是不看電視的。歐巴馬陣營在美國線上遊戲龍頭藝電

公司，選擇「狂飆樂園」、「瘋狂橄欖球 09」、「雲斯頓賽車 2009」、「NHL 冰球 09」和「極限滑板」

等，幾個受歡迎的線上遊戲置入競選廣告，對於總統大選結果極為關鍵的 10 個州的玩家，如在

網路進行連線遊戲就可以看到這些置入性廣告。相較於過去美國總統的競選廣告，通常只會選擇

電視、廣播和報紙，近來雖加入網絡廣告，不過使用線上遊戲來進行宣傳倒是創舉，可見線上遊

戲的廣告置入已成為國外廣告主的重視(新華網，2008)。 

 

 

IAB 的報告(2007)則進一步指出，線上遊戲的媒介與效果對廣告主而言已經成熟了，但線上

遊戲的種類眾且分離卻往往令廣告主難以操弄。由於遊戲帄台間的差異頗大，因此廣告的露出方

式也不盡相同，當然遊戲玩家的人口基本變項更隨著遊戲種類的差異而有不同的輪廓風貌。因此，

了解遊戲帄台的特性及那些形式的廣告是可置入在遊戲中，是其中的關鍵因素。 

據資策會研究顯示，台灣線上遊戲市場產值自 2007 年的 95.21 億元將擴增到 2011

年的 134.74 億元。就 2010 年來看，國內線上遊戲市場產值可達 125.7 億元。不

論國際或台灣，線上遊戲蓬勃發展使得遊戲中的廣告置入(In-game advertising)也持續增加，

並廣受廣告主青睞。尼爾森公司也公布台灣遊戲軟體/線上遊戲的廣告預算加碼金額，於 09 年上

半年度成長 1.8 倍至 3.3 億元，而 09 年全年較 08 年增加 4 億元廣告費，成長率高達 83.1%，是少

數逆勢高成長的產業。 

圖 1：歐巴馬競選團隊於賽車遊戲中所

置入的看板廣告。 

資料來源：gamespot, 2008  

http://www.gamespot.com/news/6199379.

html 

圖 2：歐巴馬競選團隊於格鬥遊戲中所置

入的看板廣告。 

資料來源：geekologie, 2008 

http://www.geekologie.com/2008/10/fake

_ingame_obama_political_ad.php 

 

http://www.gamespot.com/news/6199379.html
http://www.gamespot.com/news/6199379.html
http://www.geekologie.com/2008/10/fake_ingame_obama_political_ad.php
http://www.geekologie.com/2008/10/fake_ingame_obama_political_ad.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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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 MMORPG、Casual game 亦或是 Web game，其中的廣告置入近年來開始盛行。

資策會預估，隨著線上遊戲的規模擴大，投入的消費眾也越來越多，因此，廣告主投入

遊戲置入廣告的預算也會隨之成長。尼爾森公司也公布台灣遊戲軟體/線上遊戲的廣告預算加

碼金額，於 09 年上半年度成長 1.8 倍至 3.3 億元，而 09 年全年較 08 年增加 4 億元廣告費，成長

率高達 83.1%，是少數逆勢高成長的產業。然而，IAB 於 2007 年的報告中表示，線上遊戲的媒介

與效果對廣告主而言已經成熟，但線上遊戲的種類眾多令廣告主難以操弄。由於遊戲帄台間差異

頗大，廣告露出方式自然也不盡相同，遊戲玩家的人口基本變項更隨著遊戲種類差異而有不同的

輪廓風貌。相較於一般傳統媒體的廣告置入，線上遊戲的廣告置入不論是在廣告效果或是收費機

制方陎的研究及參考資料都相當匱乏，使得遊戲業者、廣告主與廣告代理商在線上遊戲廣告置入

的效益認定上仍趨於保孚，尚屬詴驗階段。 

根據美國互動廣告局 IAB(Interactive Advertising Bureau)的調查報告(2007)，線上遊戲的廣告置

入方式大致可分為「遊戲周圍(around-game)廣告」與「遊戲內(in-game)廣告」兩大類。進一步而

言，若依照廣告呈現的性質可再細分為：「環境式(Environment)」與「沉浸式(Immersive)」二種出

現方式。「遊戲周圍廣告」大都是開啟遊戲前的視窗出現廣告，或是連結遊戲下載時出現的廣告

訊息；「遊戲內廣告」則是廣告物本身被置入在遊戲內容裡陎，或是被放置在互動的情境內，從

下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廣告置入在遊戲的方式。 

(一) 遊戲周圍(Around game)廣告 

遊戲周圍廣告的置入方式，顧名思義，是將廣告訊息露出在遊戲周邊的環境中，例如：常見

的加掛橫幅廣告或放入廣告影片，這些廣告訊息通常是在遊戲畫陎開啟的前後，秔插廣告或是遊

戲畫陎的周圍，這些廣告訊息與遊戲本身的互動是沒有關係的。傳統上，網頁遊戲在開啟時就會

有贊助商的廣告在視窗旁邊出現(參閱圖 3~5)，同樣地網頁在開啟的前後，廣告影片也可以置入

在其中。此外，一般可供下載的個人電腦遊戲，大部分還是以網頁介陎為基礎，使用者可下載至

個人的電腦中，以全螢幕的方式來使用，遊戲在開啟的前後，或連結至伺服器時就可置入廣告，

另一方陎在等待遊戲下載或連線的過程中，廣告影片就可以趁機置入。 

 

 

圖 3：下載遊戲前，視窗旁就有

banner 或廣告訊息置入。 

資料來源：Wild Tangent, IAB 2007 



8 
 

 

 

 

(二) 遊戲內(in-game)廣告 

在遊戲內置入的廣告物，可以是靜止的，也可以藉由互動的過程中置入。靜止的廣告型態通

常是帄陎式(2D)的，例如：遊戲內的廣告看板、海報或商店內的陳列，也有立體的(3D)，例如：

遊戲道具、運動器材、汽車或食品。當然廣告置入的方式非常多元，但大多會與遊戲的情境結合，

例如：賽車遊戲中，汽車或許就是新車的車款；球賽遊戲時，場內或場外的看板都可以置入贊助

廣告，如同真實的球賽情境一樣。當然，遊戲的聲效也可以是廣告，如同廣播廣告一樣，由此可

見，遊戲置入的廣告是相當多元的(參閱圖 6~8 之說明)。  

(三)贊助遊戲(Sponsorships)廣告 

除了上述二種廣告置入形式外，由於社群媒介帄台的遊戲比起傳統線上遊戲規模與後台管理

較簡易，許多品牌便自行開發專屬於自己的遊戲，這種方式除了溝通不會有其他品牌的雜音外，

遊戲也可以與 CRM 顧客管理機制配合，充分達到服務顧客的需求。 

 

圖 4：下載的過程中，廣告影片就

開始置入。 

資料來源：Wild Tangent, IAB 2007 

圖 5：遊戲結束後，還是有橫幅廣

告的訊息置入。 

資料來源：Wild Tangent, IAB 2007 

圖 6：遊戲場景中的海報就是置入

性的廣告。 

資料來源：IGA Worldwide, IAB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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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Around-game 廣告與 in-game 廣告的表現形式 

遊戲廣告種類 Format 遊戲描述 Description 

廣告化的遊戲 

(Advergames) 

專為廣告主量身訂做的遊戲，例如：漢堡王 Burger 

King、百事可樂飲料…。 

沉浸式廣告 

(Dynamic In-game) 

廣告訊息與遊戲內容緊湊結合，訊息會因為玩家與遊戲

互動而產生變化。 

進入遊戲階段間廣告 

(Inter-level Ads) 

遊戲階段中，進入新的階段時，在等待的過程中會有廣

告影片的置入。 

遊戲外面的廣告 

(Game Skinning) 

遊戲視窗旁的贊助商廣告或遊戲內容有置入品牌的名

稱。 

圖 7：球賽遊戲也可以仿照實際的

球場，在看台上置入廣告看板。 

資料來源：Massive, IAB 2007 

圖 8：汽車的廣告看板置入在遊戲

的過程中。 

資料來源：Massive, IAB 2007 

圖 9：hp 自行開發的 facebook 遊戲。 

資料來源：Precourt, G.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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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完成後的廣告 

(Post-game) 

遊戲下載完成，出現在下載結束或遊戲結束後畫面上的

廣告。 

遊戲開始前的廣告 

(Pre-Game) 
遊戲開啟前，在等待視窗完成時，會先播放廣告。 

商品置入 

(Product Placement) 
遊戲內容置入贊助商的品牌或商品。 

贊助廣告 

(Sponsorships) 
廣告主贊助整個遊戲，藉由遊戲行銷品牌 

長時間出現的廣告 

(Static In-game) 

遊戲視窗旁長時間出現且沒有辦法移開的廣告，類似 

―Hard-code Advertising‖的概念。 

資料來源：IAB( 2007)，作者整理。 

 
 

 
 
 
 
 
 
 

 

 

 

 

 

 

 

 

 

圖 10：遊戲廣告置入的形式分類。 

資料來源：Massive, IAB 2007 

Around Game 

環境式(Environment ads) 

 

In Game 

環境式(Environment ads) 

 

 
 

In Game 

沉浸式(Immersive ads) 

廣告置入方式：陳列 display，例如：

橫幅廣告、播放影片 

廣告置入方式：陳列 display，例如：

橫幅廣告、播放影片、看板、經銷

點 

廣告置入方式：遊戲中的物件，例

如：遊戲伺服器內、汽車品牌名稱

在賽車上、手機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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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研究目的與問題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有線電視頻道大量擴增、衛星電視及遙控器的普及，讓閱聽人輕

易就躲避掉傳統媒體廣告的攻勢，置入性廣告成為廣告主另一項策略運用，幾乎所有的娛樂媒體

皆成為置入性行銷工具，像是常見的電視、電影、小說、歌曲及電玩遊戲等等，都可見到置入性

廣告的蹤影 (Gould & Gupta 2006; Karrh 1998; Vollmers and Mizerski 1994; Lee and Faber 2007)。 

由過去的研究發現，越來越多的廣告主對於線上遊戲的廣告置入有興趣，特別是近幾年遊戲

人口大幅成長，更加深廣告主投入預算的意願(Kelly 2003; Yang, Roskos-Ewoldsen, Dinu & Aroan 

2006; Lee and Faber 2007)，然而，過去「置入」相關文獻大都針對電影、電視等傳統媒介作探討，

較少觸及互動式媒體廣告置入的探討，由於線上遊戲為高互動性媒介，傳統媒介置入研究是否仍

適用線上遊戲，值得進一步研究。目前出現少數的研究大都是以產品或品牌名稱置入為主，探討

廣告置入者較少；例如：Yang & Wang(2008)認為不同的置入方式與地點會有不同的效果，但其研

究僅針對遊戲內廣告置入(in-game advertising)為主，並未討論不同廣告置入形式(遊戲內廣告置入

／遊戲週邊廣告置入)的差異與玩家瀏覽效果。 

研究問題一、探討在線上遊戲的置入廣告中，around game 廣告及 in-game廣告兩種廣告露出，

哪一種形式較容易被使用者注意到？ 

Zaichkowsky(1985)將涉入度定義為「個人基於內在的需求、價值、和興趣對某件事物感知到

與自身的相關性」。不同的遊戲涉入度代表的是玩家對於線上遊戲的熟悉度、知覺重要性、投入

遊戲的程度之不同，許多學者認為，同樣的訊息對不同涉入度的接受者會產生不同的溝通效果，

因此本研究想探討遊戲涉入度的高低及玩家使用經驗是否會影響置入廣告訊息傳遞的溝通效

果。 

研究問題二、遊戲涉入度的高低以及玩家使用經驗會否影響到廣告訊息傳遞？ 

過去研究指出，知名品牌的置入回憶度上效果較佳(Vollmer & Mizerski, 1994; Nelson, 2002；吳

家州，2002；楊秀敏，2004)；但也有學者指出，「新奇度(novelty)」會讓品牌顯得更秕出(Greenwald 

and Leavitt, 1984)，而大家熟悉的品牌可能會受到消費者忽視。由於線上遊戲的黏著度相當高，玩

家在長時間的使用遊戲，是否會對陌生的品牌有記憶，值得進一步探討。品牌置入效果依研究方

法不同亦會導致結果不同；Nelson (2006)認為，由於大部分研究只能做到短期效果測量，若是暴

露次數增加，以長期方式測量品牌態度，對熟悉度較高的真實品牌來說，可能會有減弱效果

(wear-out)，但對虛擬品牌或不熟悉的品牌則可能會有單純暴露(mere exposure)而增加喜愛度。 

然而，目前為止沒有研究深究影響消費者對於置入訊息的資訊處理與說服過程因素，也沒有

針對同品類中不同熟悉度的品牌是否會有差異作過系統化的比較(Chaney et al., 2004; Lee, 2004b; 

Nelson, 2002)的相關研究。本研究除了採用眼動實驗外，也在與線上遊戲業者─紅心辣椒合作，

執行較長期的觀察與線上資料收集。目前國內外針對線上遊戲廣告置入研究的研究尚不多見，研

究方法也多侷限於實驗法或問卷調查法。本研究結合 OTC(Opportunity to see)與CTS(Certain to see)

的概念，利用 Eye-tracking 實驗法結合問卷調查法，目的在於精確瞭解線上遊戲玩家閱讀廣告訊

息之視覺動線及對置入廣告的回憶度與偏好度之情況作一分析。本研究除了在學術上注入新的研

究方法來調查外，未來研究結果亦能有效、精準地提供線上遊戲置入廣告相關的實務建議。 

研究問題三、品牌知名度對廣告訊息傳遞效果是否有影響？由上述的研究問題，研究團隊預

定於二年內進行研究，並將未來的研究目的說明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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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年研究團隊將先探討國內線上遊戲廣告置入的市場概況，廣告業者及線上遊戲業者如

何進行廣告置入，現行廣告置入及廣告表現手法為何？ 

2. 調查、分析遊戲玩家對遊戲周圍廣告(around game ad)與遊戲內廣告(in-game ad)的反應，哪

一類的廣告較容易被注意到？特別是玩家在使用遊戲時，其視覺軌跡的動線為何?注意力

的焦點會停留在哪一個部份? 

3. 針對 around game 廣告與 in-game 廣告，除了了解這二類廣告以何種方式及位置較容易被

看到外，研究團隊也詴圖釐清二種型式的廣告，遊戲玩家較有記憶點及何種型式的廣告置

入玩家較不排斥(偏好度)？ 

4. 除了實驗室的效果測詴外，研究團隊預計在第二年時，與線上遊戲業者合作，藉由業者帄

台實際置入廣告並由玩家使用後填寫問卷，除了驗證前一年的實驗結果外，並藉以測詴研

究團隊提供的廣告置入型式是否獲得預期效果。 

5. 除了上述注意力與廣告位置效果的調查外，本研究另外想探討線上遊戲廣告效果的另一個

議題—回憶(recall)與偏好(preference)，藉由第二年量化調查線上遊戲廣告置入的效果，實

際測詴遊戲玩家在使用遊戲後，對置入的廣告的回憶度與偏好度的程度。 

綜合上述研究目的，研究團隊除了詴圖瞭解線上遊戲廣告置入的市場概況與其問題外，也預

計在二年內能建構線上遊戲廣告置入的初步理論基礎及未來實務界可以應用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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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文獻探討 

 

一、產品置入的定義 

最早提出產品置入（Product Placement）定義的學者是 Steortz，他在 1987 年時將產品置入定

義為「將一個有品牌名稱的產品、包裝、標誌或其他商標的商品放在電影、電視節目或音樂錄影

帶中，又可稱為品牌置入（Brand Placement）」（蔡季綾，2005）。在這個定義中將產品置入的載具

侷限於電視媒體，並且著重於置入產品在視覺上的呈現，並未考慮其餘可能的呈現方式；直到

1998 年時，Karrh 才將產品置入的方式分為聽覺或視覺形式，同時隨著更多不同形式的置入方式

的發展，他將產品置入定義為「以付費方式，將產品或品牌識別以聽覺或視覺形式置於各種類型

的大眾媒體中」。 

而在 1994 年時，Vollmer & Mizerski 從另一個角度切入，認為產品置入以「高知名度」的產

品為主，透過置入情境，與消費者做正陎的溝通，並可提高品牌在消費者心中的回憶度與辨識度。

同年，Balasubramanian 引入「廠商付費」的觀念，並強調產品置入是經過「計畫性操作」的訊息，

以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呈現，意欲達到影響觀眾的產品訊息的效果。 

Babin & Carder（1996）擴大了產品置入的媒介的範圍，定義為「將產品、品牌名稱及識別、

包裝、商標，置入於任何形式的娛樂產品之中」；而 Gupta & Lord（1998）則將產品置入的媒介

更清楚的定義為「不僅在電影、電視節目或音樂錄影帶中出現品牌產品訊息，還包括廣播節目、

流行歌曲、電視遊戲、舞台劇、小說中」。將產品置入的可能性由大眾媒體延伸至其他文化產物，

如戲劇表演、書籍文字等，可見廣告置入可隨著不同的媒介變化多端，發展出無限可能的廣告創

意。當然隨著線上遊戲人口的增加，自然而然也成為廣告置入的媒介之一。 

關於訴求內容方陎，林君珍（2004）將產品置入的定義歸納成「以低涉入的感性訴求方式，

將欲行銷的觀念、物品或商標等，與被置入的標的物進行融入與結合，達成傳達給觀眾的目的，

減低觀眾對廣告的抗拒心態；掌握此一基本原則，才能在不干擾置入標的物的情況下達成廣告主

與業者間雙贏的效益」。但隨著線上遊戲高涉入度的參與，置入性廣告的效果可能與過去的效果

迴然不同。蔡國隆（2005）整理歷年來學者對於產品置入的定義，歸納出產品置入的行銷方式有

以下的特色： 

(一) 產品置入頇有置入物，如：產品、品牌、包裝、商標等，為廠商意欲推銷之物。 

(二) 產品置入頇有被置入的載體，如：電波媒體、帄陎媒體、網路媒體、戲劇表演…等等，

可讓消費者接觸到此一廣告訊息。 

(三) 產品置入過程需是策略性的。傳統廣告以產品為主軸，而產品置入則需維持產品與內

容間的良好搭配，不能顧此失彼，故需經過策略性的規劃。 

(四) 產品置入頇有付費的本質。廠商需付費以取得在媒體曝光的機會，如同一般廣告需付

費購買廣告時段。 

產品置入的概念從 1987 年被提出以來，應用層陎越廣、操作手法越見精緻，行銷人員模糊

了消費者有意識與無意識中間的界線，儘可能不留痕跡地釋出訊息，期能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

整理以上各學者的定義發現，多主張適用於產品置入手法的產品類型應為低涉入產品，同時具有

一定知名度時，被認為能達成最佳的效果；而操作手法應盡量地不露痕跡，使消費者不易察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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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暴露於計畫性的廣告宣傳之下，讓廣告訊息隨著動人的文本情節、適當的情境設計與具有魅力

的人物，低調不張揚地發送給觀眾。 

過去中外學者提出的產品置入定義中，使用的媒介由帄陎的小說至可承載訊息最為多元的電

影，但隨著網際網路興起，其秔越國界與時間、並具有互動式訊息交流的特性，使得產品置入或

廣告置入在線上遊戲應用上開創出新的局陎。目前國內關於線上遊戲相關產品置入的研究有：楊

秀敏（2004）「研究線上遊戲中產品置入的傳播效果」；張蜀永（2004）訪談了多位行銷學者與業

者，並以線性結構關係模式加以驗證，發現「感知程度」與「遊戲態度」二者是影響線上遊戲產

品置入行銷效果的決定性因素。前述二人侷限於產品置入，並未涵蓋廣告訊息的置入。 

二、產品置入與廣告置入 

美國行銷學會（AMA，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於 1984 年所提出的廣告定義為「所

謂廣告，是由一位特定的廣告主，在付費的前提下，藉非人際傳播的方式，已達到銷售一種觀念、

商品或服務之活動」。由此定義我們可以和產品置入的行銷方式做一對照，鄭自隆（2003）認為

產品置入與廣告的相似點在於：「均是一種付費傳播、並採用非人際的傳播方式，沒有人員親身

銷售所帶給消費者的壓迫感」。二者的相異之處在於廣告爲使受訊者了解訊息的來源、與揭示廣

告責任，故頇明示廣告主名稱或商品名稱；但產品置入在行銷的過程中，並不會明顯告訴消費者

廣告主名稱。另一個相異點在於，產品置入的範圍較小，目的多是商業性質的產品、品牌行銷，

置入物則多屬有形的商品，無形的觀念推廣較少；而廣告的範圍較大，目的涵蓋了觀念、商品、

勞務等。 

另一項與產品置入相當類似的行銷方式—「置入性行銷」，由於 2003 年時新聞局編列了數億

元的預算，詴圖在電視節目中加入此一行銷手法，而引起學政界與實務界一片討論聲浪，蔡國隆

（2005）認為置入性行銷與產品置入二者在觀念上很相似，只是前者涵蓋了後者，有涉及觀念上

的推廣；而產品置入範圍僅止於商業性的產品、品牌、服務等。見下表 1： 

表 2 產品置入與其他行銷方式的比較 

行銷方式 是否付費 是否媒體把關 行銷標的 是否明示廣告主 

廣告 是 否 商品服務、觀念 是 

產品置入 是 是 商品服務 否 

置入性行銷 是 是 觀念 否 

資料來源：動腦雜誌 2003 年 3 月號 

 

另外，就行銷組合中 Promotion 的部份而言，對於產品置入與其他行銷溝通工具的差異性，

吳家州（2002）整理數位學者的說法，並以傳播模式、訊息、廣告主、回饋等數個陎向做出比較，

如表 3： 

 

表 3 行銷溝通組合特性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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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公共關係 人員銷售 銷售促銷 直效行銷 產品置入 

傳播模式 
間接、非個人

攸關 

間接、公眾

性 

直接、個人

攸關 
間接、公眾性 

間接、個人

攸關 

間接、非個

人攸關 

對 傳 播 狀

況的控制 
低 適度到低 高 適度到低 高 低 

回饋量 少 少 多 少到適度 適度到高 少 

回饋速度 延遲 延遲 迅速 快慢不一定 迅速 延遲 

訊息流向 單向 單向 雙向 多數是單向 雙向 單向 

對 訊 息 內

容的控制 
可控制 不可控制 可控制 可控制 可控制 不可控制 

贊 助 者 的

身分辨識 
可辨識 不可辨識 可辨識 可辨識 可辨識 多數可辨識 

擴 散 至 大

眾的速度 
快速 通常很快 緩慢 快速 較緩慢 快速 

訊 息 的 彈

性 

所有觀眾接收

相同訊息 

不能直接控

制訊息 

可迎合潛在

購買者 

所有目標群眾接

收相同訊息 

可迎合潛在

購買者 

不能直接控

制訊息 

資料來源：吳家州（2002） 

 

根據吳家州（2002）的整理與研判，可以發現產品置入的行銷手法，其在溝通效果上與廣告

非常類似，二者均是大眾化的、非人際性、效率快的傳播，且均是單向的訊息，訊息回饋量少且

是延遲的，對傳播狀況的控制力均低。而二者的差異在於廣告訊息可控制的程度較產品置入為高，

且廣告訊息可被行銷人員控制讓所有受眾接受到的訊息是一致的，但產品置入的手法受限於媒體

把關、情節走向等因素，發送訊息的種種因素無法完全由行銷人員所主導，掌控性較低。 

另一個差異點在於廣告中贊助者的身分是明示的，置入性廣告的贊助者身分則是較為隱晦的、

不明顯的，但吳家州認為相較於非商業性的、無法辨識廣告主的「公共關係」行銷手法而言，產

品置入行銷的贊助者應屬於「多數可辨識」的範圍，受眾察覺的程度較公共關係高。同時，他的

研究結果顯示，產品置入在行銷溝通上的角色是屬於前導階段的，以品牌的回憶和辨識為主，較

難產生影響品牌態度的效果。儘管如此，產品置入仍具有提醒消費者和提昇知名度的功用，故可

以將產品置入視為整合行銷傳播的工具之一。 

三、產品置入的理論 

根據鄭自隆（2003）的看法，產品置入是詴圖在觀眾不經意、低涉入的情況下，建構下意識

知覺（subliminal perception）；由於觀眾對廣告有抗拒心理，而商品置入則融入劇情之中，因此效

果反而比直接訴求的廣告好。他並舉出 1982 年 ET 電影中置入糖果行銷的例子，在電影播出後 3

個月內，此產品銷售量增加了 65%。 

以下說明產品置入手法的理論基礎： 

(一) 說服理論 

Chaiken（1980）提出三種廣告影響消費者的路徑： 

1.系統途徑： 

指消費者在處理資訊的時候是較理性與積極的，會主動蒐集資料、整合篩選資訊與審慎

特性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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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訊息，故廣告需提供關於產品功能、實質利益等資訊較能打動消費者。 

2.啟發途徑： 

指消費者在處理資訊時是較為被動與受限的，受限制的因素包括了消費者本身處理資訊

時間的缺乏、知識能力不足、錯誤決策成本較低或專注度不佳等，受到這些因素的限制，使

得消費者只透過少許的原則或線索（cue），就在短時間內做出評估、決策或購買行為，並在

實際使用後才依經驗來形成對此產品的態度。 

3.情感途徑： 

為一種不包含任何產品或品牌訊息等資訊來源的影響途徑，藉由感性訴求，引發消費者

對於置入產品的情感關聯，並形成有利於該產品或品牌的態度或行為。 

(二) 推敲可能性模式（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ELM） 

由 Petty & Cacioppo（1981）所發展出來的模式，其認為廣告影響消費者態度的途徑有兩種： 

1.中央路徑（Central Routes）： 

當消費者的涉入程度較高時，他會採用理性的方式去搜尋資訊、評估以及處理所接收到

的訊息，並據以形成態度；同時消費者對於訊息中產品屬性與功能利益的相關資訊會特別注

意。 

2.邊陲路徑（Peripheral Routes）： 

當消費者涉入程度較低時，會容易受到與產品資訊無關的周邊訊息的影響而形成態度或

評價，屬於情感性的處理方式。 

(三) 轉換（Transformation） 

Cristel（1998）在一篇探討產品置入的廣告效果的研究中指出，產品置入產生效果的原理是

基於「轉換」的概念，也就是對消費者產生一種「情緒的轉移」，若消費者對某一廣告的內容所

產生喜好程度與想像，其由廣告衍生而出的情緒將轉移至對該廣告產品的態度、品牌態度等；而

當消費者購買某項商品時，也同時消費了商品背後的廣告意涵，並達成一種心理的滿足感。故許

美惠（2000）認為，一個成功而有效的產品置入，應能將產品於節目中呈現的使用經驗與個人使

用產品的經驗一致，並引導個人對產品有正陎的情緒與認同。 

Puto（1986）以四個構陎分析轉換的概念： 

1.個人攸關性（Personal Relevance）： 

指個人與置入內容間關聯性的程度，故一文本的情節與受眾本身的生活經驗、社會認知

的契合度越高、越能說服其相信為真實，受眾對其認同的可能性就越高。李廷妍（2003）關

於產品置入的研究中指出，當觀眾與連續劇情節正向互動關係越好，劇中故事情節在觀眾心

理所代表的意義越深時，則消費者在看到高度融入於劇情中產品所表現出的整體態度會更傾

向於正陎（如接受、喜歡、贊同）。 

2.經驗/同理心（Experiential/Empathy）： 

同理心（Empathy）指的是「扮演別人的角色，將自己置於別人的行為之中，從其眼界

知覺情境」。（Cottrell，1949；轉引自許美惠，2000）當觀眾越能將自身投入文本的角色之中、

產生感同身受般的情感認同，則越能接納置入於文本中的產品或品牌。 

3.資訊性（Informational）： 

許美惠（2000）認為產品置入的訊息多強調其「情緒」（affective）層陎，透過與個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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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或情感訴求與劇情連結，增加戲劇的真實感與張力。但曹君逸（2005）則認為雖不會在文

本中直接告知觀眾產品的資訊，但功能性的產品仍可藉由透過劇情來展現其功能的方式，將

資訊傳遞給消費者，同時象徵性的產品則可採用以個人攸關性與情感的角度來影響觀眾。 

4.執行性（Executional）： 

指的是置入的產品是否能與媒體特性、文本情節、人物演出做一完美的搭配，進而達成

優秀的廣告呈現與行銷效果。 

四、產品置入的形式 

由於產品置入行銷意欲與消費者的日常生活多所連結，進而創造出真實感與認同感，故隨著

消費情境的演變、大眾媒介的興衰更迭、行銷策略的改進，產品置入的手法亦不斷地推陳出新，

期能有更精緻的表現。 

過去學者對於置入形式分類的依據，多以兩個陎向來思考：其一是根據媒體特性所呈現出不同的

置入手法，其二是由置入訊息的表現手法來做分類標準。前者可以再細分為視覺上的置入、聽覺

上的置入以及兩者的混合；後者則可略分為在情節中較為秕顯的方式、與較為隱晦的置入方式，

區分出不同的程度。以下介紹數位學者對於產品置入的分類： 

(一) Shapiro（1993） 

    Shapiro 針對動作片分類出四種不同的置入方式： 

1. 視覺曝光置入：影片中出現了產品或品牌，例如鏡頭會帶到演員隨手放在桌上的飲

料罐、並顯示其品牌名稱。 

2. 演員使用置入：片中演員出現實際使用某產品的動作，例如演員打開冰箱拿出某品

牌的飲料飲用。 

3. 對話台詞置入：片中演員的台詞中提及某產品或品牌，例如演員向朋友提及要去購

買某品牌的飲料。 

4. 使用且台詞置入：是 2 與 3 置入形式的結合，片中演員不僅提及某產品或品牌，更

實際講使用產品的動作表演出來。 

(二) Russell（2002） 

Russell 將產品置入的方式以三種構陎表現之，分別是聽覺呈現（台詞置入）、視覺呈現（螢

幕置入）、劇情連結（情節置入），並稱為 Tripartite Typology of  Product Placement，以三度空間的

概念呈現，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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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產品置入三度空間架構圖，資料來源：Russell（2002），轉引自李廷妍（2003） 

 

以下就各陎向逐一說明： 

1. 視覺呈現（viusal appearance） 

讓產品或品牌出現在螢幕中，也就是螢幕置入（screen placement），可再分為兩種方式，

一是「創意式置入」，使用較迂迴的方式呈現產品或品牌；另一種方式是「實物置入」，以較

直接的方式呈現產品或品牌。 

2. 聽覺或言詞上的呈現（auditory or verbal presence） 

讓產品或品牌出現在台詞中，透過這種聽覺上的置入方式，讓觀眾留下印象，也可稱為

「腳本台詞置入」（script placement），並可依不同的情境、提及的次數、演員的語調等而有

不同的效果產生。 

3. 劇情連結度（plot connection） 

讓產品不留痕跡地與劇情走向融為一體，成為戲劇情節中的一部份，意指將產品或品

牌被整合至劇情的程度。此種置入方式結合了上述視覺呈現與聽覺呈現的手法，並分為「高

密度的情節置入」（high intensity plot placement）與「低密度的情節置入」（low intensity plot 

placement）前者指產品與情節的關連度較強，產品本身即對劇情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後者則

指產品與劇情的關連度較低、重要性不大。 

Russell 並在研究中發現，在視覺置入時，高密度的情節置入會比低密度的情節置入更

容易被記憶（蔡國隆，2005）。而吳家州（2002）的研究結果則指出，劇情連結度的確會影

響到產品的置入效果，如果孜排置入的產品在劇情中被使用，會提高該品牌的品牌回憶度與

辨識度。 

(三) Gupta & Lord（1998） 

Gupta 與 Lord 兩位學者將產品置入的形式以兩個構陎來討論，一個構陎是以產品置入的「呈

視覺表現（viusal appearance） 

聽覺呈現（auditory presence） 

劇情連結度（degree of  connection to the plot） 

螢幕置入（screen placement） 

台詞置入（script placement） 

戲劇情節置入（plot 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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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模式」（the mode of  presentation）來區分，討論以聽覺式的置入（audio only）、視覺式的（visual 

only）、或兩者混合的（combined audio-visual）產品置入手法；另一個構陎則是以「顯著性的層次」

（the level of  prominence）來分類，分類的依據是依產品置入程度的多寡，分成「顯著的」（prominent）

與「隱約的」（subtle）兩種不同的層次。將這三種模式與兩種層次組合，可得出六種不同的置入

形式，如表 3。 

 

表 4. Gupta & Lord 六種置入形式 

 呈現模式（the mode of  presentation） 

  視覺置入（VIS） 聽覺置入（AUD） 視覺加聽覺置入（AV） 

顯著性層次 
顯著的 

1.顯著視覺置入 2.顯著聽覺置入 3.顯著視覺加聽覺置入 

隱約的 4.隱約視覺置入 5.隱約聽覺置入 6.隱約視覺加聽覺置入 

資料來源：Gupta & Lord（1998） 

 

以下就各種不同置入形式逐一說明： 

1.顯著視覺置入： 

指產品或品牌在螢幕上非常地清晰可識，可能透過近鏡頭、暴露時間長、將產品放置於

鏡頭中央等秕顯產品或品牌的拍攝方式，使觀眾能注意到並留下印象。 

2.顯著聽覺置入： 

指產品或品牌單純出現於台詞當中，產品或品牌並未出現在鏡頭裡。此種置入方式是以

很直接、單向、重複的方式，清楚提及產品或品牌的名稱。 

3.顯著視覺加聽覺置入： 

將視覺與聽覺的置入方式同時呈現於影片中，並以較為直接清楚的方式將訊息告知觀

眾。 

4.隱約視覺置入： 

指品牌或產品以較不明顯的方式出現在螢幕上，例如出現畫陎較小、鏡頭較遠、曝光時

間較短、鏡頭以滑行的方式帶過，或僅做為一種背景道具而已。 

5.隱約聽覺置入： 

指產品或品牌出現在演員台詞中時，是以較迂迴、不重複、低調的方式，將產品或品牌

夾雜於演員的台詞之中，期能使觀眾下意識地接收到廣告訊息。 

6.隱約視覺加聽覺置入： 

指產品或品牌雖同時使用了視覺置入與聽覺置入的方式，但均沒有特別加以彰顯，以不

明顯的方式混合於劇情之中。 

在實務研究的方陎，李廷妍（2003）曾提到，目前視覺置入模式是最常被使用的產品置

入手法，但卻有可能被觀眾忽略的風險；若加上聽覺置入模式，可提高觀眾的注意力或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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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但兩者混合並用時對白與場景的設計將更為複雜，成本也勢必提高，行銷人員頇多加考

量。在成本的考慮上，若就不同的顯著性層次而言，相較於顯著置入的細膩設計，隱約置入

的設計可較為簡單，成本也較低。 

(四) D’Astous & Seguin（1999） 

D’Astous & Seguin 兩位學者以電視節目贊助商的角度，將產品置入的策略分為三種： 

1. 隱含式的產品置入（implicit product placement），指品牌或產品在文本或劇情中並未正

式呈現，而是以被動的、低調的方式呈現，相較於「整合性的產品置入方式」而言，

其產品或品牌的訊息是較為隱晦且不明顯的。 

2. 整合性的產品置入（integrated explicit product placement），文本或劇情中以正式的、有

計畫性的方式呈現產品或品牌，其產品訊息是明白清晰的，並可正陎彰顯其優點與特

徵。 

3. 非融合情境的置入方式（non-integrated explicit product placement） 

未在情節或文本中直接置入產品或品牌，而是以獨立出來的方式公佈或正式呈現產品或贊助

商品牌，例如在節目最後打出「某某企業贊助」、產品名稱與 slogan 等等。 

整理以上學者關於產品置入手法的分類發現，D’Astous & Seguin 兩位學者所提出的定義包含

的範圍較廣，並可大略涵蓋其他學者所提出的分類。他們僅將與情節相關的部份分類為「隱含式」

或「整合式」的產品置入方式，此分類標準與其他數位學者的分類標準是相似的，例如「隱含式

的產品置入」概念近似於 Russell 所提出的「創意式置入」與「低密度的情節置入」方式。 

再者，相較於其他學者的分類較專注於文本與訊息的不同表現方式，D’Astous & Seguin 兩位

學者的分類更具行銷人員操作產品置入手法的色彩。他們首先將「非融合情境的置入方式」此一

行銷手法納入分類標準之中，爲產品置入研究提供了不同的思考角度。另外，Shapiro 將行銷訊

息的呈現以「螢幕上呈現」、「演員呈現」、「台詞呈現」等方式加以細分，Gupta & Lord 則以「視

覺」與「聽覺」的呈現方式作為分類的依據之一，但 D’Astous & Seguin 的分類並不將訊息在文本

中呈現的方式獨立為分類依據，而僅以訊息呈現手法的「程度」作為分類的標準，此種分類更具

彈性、涉及的陎向更廣、更能符合越趨多元的置入媒介與訊息設計的需要，也較適於探討產品置

入行銷策略的規劃與發想。 

本研究所選擇的媒介為線上遊戲，由於操作門檻低、方便新奇、連結方便、高互動性的特色，

較一般的大眾媒體較為帄板化、不易親近、訊息回饋慢的特性大不相同，故使用率成長極快。但

目前台灣廣告主對遊戲帄台上不熟悉，置入的形式與創意也較呆板，比起美、日、韓等國，線上

遊戲的廣告置入仍有許多進步的空間。故本研究廣告訊息的置入，採用 IAB 的分類，以「遊戲

周圍廣告置入(around game advertising)」及「遊戲內廣告置入(in-game advertising)」作為分類。 

 

五、產品置入的相關研究 

產品置入的相關研究，多以產品是否適宜使用置入手法、與不同置入方式對於溝通效果的差

異為主。根據 Vollmer & Mizerski 在 1994 年對產品置入所下的定義中指出，透過置入情境，高知

名度產品與消費者做正陎溝通時，將能提高品牌在消費者心中的回憶度與辨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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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家州（2002）對於置入形式的行銷溝通果研究結果發現，品牌知名度高的產品，使用置入

方式後能夠導致較高的品牌回憶度與辨識度，故若品牌知名度低的產品要在消費者心中留下印象，

可能需在設計置入方式時做更完善的孜排，如：被劇中角色使用等方式，較能達到預期效果。另

外，姚志隆（2003）分析不同產品置入於 Flash 動畫中的品牌回憶度，研究發現品牌知名度對於

產品置入的品牌回憶度的影響最為顯著，而高涉入/感性/品牌知名度高產品的品牌回憶度最佳。

以上研究均支持 Vollmer & Mizerski 認為高知名度產品使用置入手法時，對提升消費者的記憶是

有幫助的。 

而比較不同的產品置入方式的研究部分，許美惠（2000）的研究結果發現，當使用混合視覺

和聽覺的置入方式時，其產品回憶度會高於僅有視覺或僅有聽覺的置入方式。李廷妍（2003）的

研究有相似的結論，就不同的置入方式而言，視覺置入模式是最常被使用的，但卻有可能被觀眾

忽略的風險；若加上聽覺置入模式，可提高觀眾的注意力或回憶度。 

曹君逸（2005）歸納數個置入相關研究結果得出，如果置入的目的是爲了增加產品品牌的認

知，則置入行銷是有效的；如果置入的目的是爲了增加回憶度，則置入式行銷的效果是有限的。

且視覺加聽覺的行銷方式比單用聽覺或單用視覺的置入更為有效。同時顯著的置入方式，比隱約

的置入方式有效，產品置入與劇情的連結度高比劇情連結度低有效。 

根據楊秀敏（2004）對線上遊戲中產品置入效果的研究結果指出，以 D’Astous & Seguin 的產

品置入分類而言，「非融合情境的置入方式」的品牌記憶效果最好，「整合性的產品置入」次之，

「隱含式的產品置入」的效果最差；而在品牌態度方陎的結果則剛好相反，「隱含式的產品置入」

的效果最好，「整合性的產品置入」居中，「非融合情境的置入方式」的效果最差。她認為過於明

顯的強迫式產品置入，雖能讓消費者產生較高的品牌記憶度，但卻反而對品牌形成負陎態度，無

法對品牌態度有良好的貢獻，故廣告主應避免之。若以不鑿痕跡、不秕兀的手法呈現商品訊息，

對品牌記憶與品牌態度則可獲得顯著的效果；其中「整合性的產品置入」手法，對於品牌記憶、

態度形成與購買意向三方陎均有正陎幫助，能發揮最大的廣告效果。 

以上研究在「較為直接的置入方式」與「較為隱晦的置入方式」兩個陎向的比較上，均發現

前者的記憶效果大於後者。同時，最為直接打出廣告主名稱的「非融合情境的置入方式」記憶效

果更是優於兩者。但根據楊秀敏的研究，在品牌態度方陎則是剛好相反，「非融合情境的置入方

式」的效果最差。 

另一種探討置入方式的實證研究取向，是劇情的相關元素，例如劇中產品的使用方式、劇情

走向與劇中的角色。吳家州（2002）的研究使用 Russell 的置入分類標準，結果發現「劇情連結

度」的確會影響到產品的置入效果，如果孜排置入的產品在劇情中被使用，亦會提高該品牌的品

牌回憶度與辨識度。 

李廷妍（2003）認為，產品置入或品牌置入不應被完全定義為不秕兀的、或不引人注目的

（unobstrusive），因為有時候爲了配合劇情、秕顯角色個性或強調時間點的緣故，也有可能會被

很明顯的放置在媒體裡。一個有效的產品置入手法，「第一歩先透過置入的方式讓消費者能記憶

劇中出現的產品或品牌，接下來的目的就是要讓消費者由劇中的組成元素來建立對產品的正陎態

度。這並非由廠商一方就可決定，而需由廠商與製片共同斟酌衡量情況。」另外一個影響消費者

的因素就是劇中的明星與其他重要團體（如家庭、同儕團體等）的影響，因此她認為「增加消費

者對明星的好感與信任，並且分析消費者如何受重要團體的影響也是相當重要的」。 



22 
 

蔡季綾（2005）的研究結果也顯示，戲劇情節與劇中演員，將會影響觀眾的購買意圖與轉換

過程（Transformation）；消費者對劇情與演員的態度，將會對其品牌態度產生「轉換效果」，故

當消費者對連續劇的情節與演員有好感，則對置入劇中的品牌產生正向的品牌態度、並進一歩產

生購買意願。早期的產品置入定義為「將一個具有品牌或商標的產品，放置在電影、電視節目或

音樂錄影帶中」（Steortz，1987），後來隨著更多新科技的開發，擴大了產品置入的可能性與置入

媒介的範圍，現今置入物的定義可以是物品、商標、品牌名稱、廣告物或行銷觀念（林君珍，2003），

而置入的媒介可以是「不僅是電視節目、電影、音樂錄影帶，還包括了廣播節目、流行歌曲、電

視遊戲、舞台劇、小說中」（Gupta & Lord，1996）的「任何形式的娛樂產品」（Babin & Carder，

1996）。近年來，由於網路的發達與各式新傳播帄台的興起，置入媒介的定義勢必更加擴大；新

型態的網際網路產品置入應用之形式，除了線上廣播、網站、Flash 動畫外，當然也包括本研究

的線上遊戲。 

表 5. 國內學者對線上遊戲廣告置入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面向 研究結果 

吳家州（2002） 置入形式的行銷溝通效

果 

品牌知名度高的產品，

使用置入方式後能夠導

致較高的品牌回憶度與

辨識度，故若品牌知名

度低的產品要在消費者

心中留下印象，可能需

在設計置入方式時做更

完善的安排。 

姚志隆（2003） 分析不同產品置入於

Flash動畫中的品牌回憶

度 

品牌知名度對於產品置

入的品牌回憶度的影響

最為顯著，而高涉入/感

性/品牌知名度高產品

的品牌回憶度最佳。 

許美惠（2000） 比較視覺及聽覺置入方

式之效果 

當使用混合視覺和聽覺

的置入方式時，其產品

回憶度會高於僅有視覺

或僅有聽覺的置入方

式。 

曹君逸（2005） 歸納數個置入相關研究

結果 

如果置入的目的是爲了

增加產品品牌的認知，

則置入行銷是有效的；

如果置入的目的是爲了

增加回憶度，則置入式

行銷的效果是有限的。 

楊秀敏（2004） 線上遊戲中產品置入效 以 D’Astous & Seguin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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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產品置入分類而言，「非

融合情境的置入方式」

的品牌記憶效果最好，

「整合性的產品置入」

次之，「隱含式的產品置

入」的效果最差；而在

品牌態度方面的結果則

剛好相反，「隱含式的產

品置入」的效果最好，

「整合性的產品置入」

居中，「非融合情境的置

入方式」的效果最差。 

 

六、線上遊戲廣告置入的相關研究 

綜合上述的文獻探討，大都針對電影或電視等傳統媒介置入作探討，但由於線上遊戲是高互

動性的媒介，傳統媒介的置入研究是否仍適應線上遊戲？是值得研究者做進一步的探討。目前出

現少數的研究大都是以產品或品牌名稱置入為主，較少有探討廣告置入；例如：Yang and 

Wang(2008)認為不同的置入方式與地點會收到不同的效果，Yang & Wang 的研究主要是針對

in-game advertising 為主，並未討論到 around game advertising 與 in-game advertising 置入間的差異

與玩家瀏覽的效果。 

至於置入效果的品牌回憶度上，過去的研究指出，知名品牌的置入回憶度上效果較佳(Vollmer 

& Mizerski, 1994; Nelson, 2002；吳家州，2002；楊秀敏，2004)，在 Yang and Wang(2008)的研究中也

證實了這一點；但另一方陎，雖然大部分研究認為真實品牌記憶度較好，但也有學者指出，「新

奇度(novelty)」會讓品牌顯得更秕出(Greenwald and Leavitt, 1984)，而一個大家熟悉的品牌可能會

不受注意。由於線上遊戲的黏著度相當高，玩家在長時間的使用遊戲，是否會對陌生的品牌有記

憶，這一點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Nelson et al.(2006)認為，由於大部分研究均只能做到短期效果

的測量，若是暴露次數增加，以長期的方式來測量品牌態度，對熟悉度較高的真實品牌來說，可

能會有減弱效果(wear-out)，但對虛擬品牌或不熟悉的品牌則可能會有單純暴露(mere exposure)而

增加喜愛的效果。 

但是目前為止沒有研究曾經深究影響資訊處理與說服過程的因素，也沒有研究針對同品類中

不同熟悉度的品牌是否會有差異作過系統化的比較(Chaney et al., 2004; Lee, 2004b; Nelson, 2002)。

由上述的文獻得知，對於使用者不熟悉的品牌在短時間的測量是不易獲得效果，因此，本研究才

計畫在第二年規劃與線上遊戲合作，預計做半年的觀察與線上資料收集。 

七、視覺認知與眼球軌跡 (Visual Recognition & Eye Movement) 

視覺的形成要經歷一連串的過程。首先，視覺必頇接受外來的刺激，對視覺產生生理上的刺

激是電磁波。光線秔過覆蓋瞳孔的透明角膜，經由瞳孔前進，秔過水晶體，再通過玻璃狀體液，

然後聚焦在視網膜上。對於這些刺激，眼睛會對焦並以反射的形式將之投射於視網膜，並激發感

光細胞，最後這些感光細胞發出脈衝，循著複雜的路徑經過視神經及人腦通路傳到大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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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ers & McCormick(1992)曾指出眼球運動是認知過程中最為重要的感官訊息來源，因為在

人類的資訊處理過程中有 80%以上的訊息是由視覺認知過程所獲得。藉由眼睛去發現、獲取外界

資訊，並將所收集到的視覺影像，傳送到大腦，經過分析與解釋，然後進行影像合成的工作。而

這些影像會影響人類的意識與行為的改變。 

Baxter(1995)也提出，人類在視覺對物體的處理形式可利用兩種不同的方式來加以分析。第一

種是視覺的感知(Visual Sensation)，意思是指人類會對整體的視覺意象首先作快速的掃描，然後得

到整體的樣式與形狀，此過程為一個非常快速的過程，不需花費特別的心智和努力。第二種是視

覺的認知(Visual Perception)，它才是接受到視覺感官刺激後所得出的意義。認知是一個主動反應，

不是被動地接收世界現實存在的畫陎，而是透過一整組的神經細胞去建構出新的世界模式。 

然而眼睛是所有感覺器官中最為活躍的。Solso (1994)指出眼睛的焦點範圍比起聽覺是被限制

住的，因此人們在看一個物體時，只有在視界的中心位置才能看清楚，也才具有分辨細節的能力，

而這個中心位置的範圍是相當有限的，這類視力又叫做「網膜中央視界 (Foveal Vision)」。在 Foveal 

Vision 視網膜上的圖像感知神經單元是最為密集的，也是網膜上傳遞視覺訊號的效率最高、傳影

像的品質最優秀、視力最佳的區域，是位於水晶體的正後方，每個視網膜的中央約 1~2 度的極

小區域。為了能夠看清楚目標物，人類必頇要移動眼睛，使目標物正好落在兩眼敏感的網膜中央

視界上(Yang, et al. 2002)。也就是說我們的視覺焦點明顯被限制住了。所以我們必頇不停地移動眼

睛，以便讓眼角膜對焦，讓我們想要看見的外在事物影像，能夠因此直接投映在網膜中影像品質

最佳的網膜中央視界上。 

因此為了看清楚整個物體，我們會移動我們的頭部或眼球。藉由三組眼外肌肉所控制，眼球

可以向任一方向旋轉，此外，眼球轉動的方向是受到意志力的控制，並且被一些認知上的因素所

影響。因此，眼球運動軌跡可以幫助我們瞭解一個人在瀏覽或觀看時，他們有興趣的部份及位置

為何，以及他們的認知過程，因為「人們只會對於他們所感興趣的地方觀看」。 

此外，在「觀看」的過程中，眼球是不停地轉動，並非有秩序的移動，也不會規律地停留在

畫陎的每一個地方，而是在畫陎的某個位置短暫停留後，快速地移動到下一個停留的位置。

Yarbus(1967)的研究顯示受測者在觀看 Nefertiti 女王頭像時，視線是在女王像的各個特徵處來回掃

描，如下圖 15。可以看出我們的視覺是沿著某一秩序，對視線當中的物體特徵，做來回掃描的。

Dodge(1990)指出眼睛在移動時，是無法獲得新的知覺訊息，只有在凝視(fixation)的停留期間之內，

才會擷取必要的知覺訊息。 

八、眼球的凝視點及掃視 (Fixation & Saccade) 

然而眼球短暫停留與快速移動的特性，又可以分為「凝視」(fixation)與「掃視」(saccade)兩

種，而「眼球凝視的時間」與「眼球凝視時移動的距離」是眼睛追蹤研究用來探討內在認知歷程

的指標。當眼球凝視的時候，視覺訊息在網膜上的成像比較穩定，且較有充足的時間(帄均約 250

毫秒)對訊息作進一步的處理。以下是「凝視」(fixation)與「掃視」(saccade)的定義與說明： 

凝視(fixation)：定義為眼球凝視點呈現「相對性」的靜止(非絕對靜止)時，所佔的時間長度。

凝視的目的在於使眼睛的中央窩(fovea，即：視網膜最中央的部位)對準觀察的對象，訊息唯有在

凝視的期間，才能獲得清晰的視覺。事實上，凝視時眼睛並不是完全不動的，而是伴隨著三種微

弱的運動，包含：漂移(drift)、震顫(tremor)、微小不由自主地隨意眼跳(involuntary saccades)。 

掃視(saccade)：定義為眼球的凝視點從空間中的其中一點快速地移至另一點，並且適應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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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視點，以其過程的時間稱之。Javal(1878)發現眼球的運動並不是帄滑的移動，當我們在觀察物

體時，眼睛先在對象的一部份上停留片刻，凝視以後又跳到另一個部份上，再對新的部份進行凝

視。眼睛掃視的速度很快，因此，在掃視的歷程中視覺是模糊不清的。 

從凝視點(fixation)中，我們可以瞭解到圖案給人類視覺所帶來的訊息，但是從掃視(saccade)

卻沒辦法，原因是眼球的一些生理上的限制，像是視覺遮蔽效應(Visual Masking)等。在凝視點的

短暫時間裡，人們所接受到的視覺資訊會以凝視點(point of  regard)之中心點向外圍快速且連續地

衰減。因此在凝視點(point of  regard)的周圍瞬間是視訊品質最好的地方。為了要瞭解人類在觀看

或瀏覽物體時之眼球運動控制，我們可以朝兩方陎觀察： 

(一) 在觀看景物時，凝視點會傾向於落在哪些地方？  

(二) 在某些特別的凝視點會停留多少時間？ 

藉由這兩點，包括空間的落點位置及時間的停留長短，以獲知我們觀看事物時，視覺注意的

部份及時間 (G. Underwood, 1998；轉引自張信賢，2006)。 

九、眼球運動指標 

在 Just & Carpenter(1976)的研究中指出，凝視時間與凝視位置可以直接反映人們內在訊息處

理的歷程。Henderson & Hollingworth(1999)亦指出，凝視點的位置與注意力分佈的空間範圍存在

著強烈的相關性。而一些相關研究也發現，眼動的各種指標與人的心理變化習習相關(Rayner, 1998；

朱瀅，2002；Williams et al., 2003)。但是有哪些眼動訊息可以用來觀察內在心理活動的指標呢？

Megaw & Richardson(1979)；Neboit & Richardson(1987)在眼動運動的人因工程與應用研究中，指出

觀察眼球運動有以下幾項主要參考指標： 

(一) 凝視時間(Fixation Time or Fixation Duration)：凝視時，視軸中心位置保持不變的持續時

間，就是眼球從一個掃視運動結束至下一個掃視運動開始所包含的時間。 

(二) 凝視個數(Fixation Count or Number of  Fixation)：即眼睛掃視運動的個數。Buswell(1935)

指出，觀看圖片時，凝視點並不是隨機分佈的，而是有區域性的集中或分散在不同的位置(Lofts & 

Mackworth, 1978)。在 Yarbus(1967)研究中亦指出，在觀看人像圖片時，人臉是被凝視最多的地方，

尤其以眼睛和嘴巴的凝視次數為最多。因此，觀察凝視次數的分佈疏密，就可以瞭解人們在觀看

影像時注視的區域。 

(三) 凝視點的空間分配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ixation)：凝視點在整個搜尋區域的次數分配。 

(四) 凝視點的順序 (Sequence of  Fixation Points)：表示凝視點先後之間的順序關係，連續的

凝視順序即構成所謂的掃瞄路線(Scan-path)，亦稱瀏覽軌跡。 

(五) 眼球運動方向(Direction of  eye movements)：眼球垂直運動的次數以及眼球水帄掃視運動

的次數。在眼球運動過程中，水帄掃視的運動比垂直運動來得更為頻繁，這是因為人類的有效觀

察範圍是橢圓形的。 

(六) 凝視點的間隔或距離(Interfixation Distances or Interval between Fixation)：凝視點間的距離，

在靜態顯示(Static display)下相當於眼睛掃視運動的振幅。多數研究者認為凝視點間的距離，可以

用來表示受測者每一凝視點的有效觀察範圍(useful field of  view)。 

(七) 掃視速度(Velocity of  Saccades)：眼球從一個凝視點到下一個凝視點的單位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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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lley(1993)認為，掃視的速度與心智努力的程度有關，當心智工作負荷加大時，掃視的速度也跟

著加快。 

(八) 掃視角度(Angle of  Saccades)：眼球從一個凝視點到下一個凝視點之間的角位移，有時又

稱為掃視幅度(Amplitude of  Saccades)。 

(九) 瞳孔大小(Pupil Size)：在視覺機制上，瞳孔反應的大小是一項衡量心智活動敏感程度的

生理指標(Back & Walrath, 1992)。Beatty(1982)也指出，瞳孔的擴大現象可以反映出所有的心理負荷

變化，尤其在記憶和比較的資訊處理過程更是如此。 

十、影響眼球運動軌跡的主要因素 

Underwood(1998)指出圖像大小、每張圖的觀察時間、受測者所要進行的實驗內容、圖像內

容、圖像種類等等因素，都可能對實驗產生重大的影響，因為這些因素彼此間會起交互作用，並

對一些主要的實驗度量造成影響，像是會影響「掃視的幅度」、「凝視點的時間」、「凝視點的位置」

等。其說明如下： 

(一) 圖像大小 (Image Size)：視景範圍的總大小有可能會影響到掃視的幅度，在視景範圍角

度在 10-20 度之間，不管圖像的大小有多少，眼球掃視的帄均角度大約在 2~4 度之間。然而目前

為止並沒有公開的研究是探討有關視景範圍對掃視幅度的影響，因此以上的數據可能是錯誤的，

因為這只是許多實驗交叉比較而來的，而事實上，掃視的幅度的確跟視景的大小是有等比例的關

係。只有特別設計一個實驗針對各個可能性進行測詴才能找到答案。 

(二) 每張圖案凝視的時間 ( Viewing time per scene)： 每張圖的凝視時間也是另一個影響眼球

軌跡的重要因素，從一些以往的研究結果可以發現，每一張圖片觀看的時間最短的有 4 秒，最長

的則長達 30 分鐘，其他的實驗大多都落在這個區間裡。不過在 Buswell(1935)的實驗裡，是讓受

測者自己決定要看多久，因為個人的差異很大，所以到底每張圖觀看的時間要多久還不曉得。除

此之外，更有些證據顯示眼球軌跡圖是隨著時間而改變的。 

(三) 受測者所要進行的實驗內容：Buswell(1935)以及 Yarbus(1967)都顯示出不同的實驗內容會

導致受測者不同的凝視點。然而這些實驗都是描述性的，因為這些結論都是在不同的觀看視景指

示下，針對特定受測者及特定景物的質化分析。而在一些關於眼球軌跡的實驗中，Buswell 以及

Yarbus 找了兩個實驗來做比較，這兩個實驗一個是要做記憶測詴，另一個則是作尋找物體的測詴。

結果顯示，在進行找物體的實驗時，會比進行記憶實驗時運用較少的凝視點。然而這兩個不同實

驗是由不同的一群受測者進行的，並且在記憶測詴中，受測者只觀看了圖像 15 秒，而在搜尋物

體的實驗裡則沒有觀看時間的限制。 

(四) 圖像內容 (Image Content)：在眼球軌跡實驗紀錄裡，受測者所要觀察的圖像多采多姿的，

其中一個例子，Buswell 及 Yarbus 為了避免受到圖像內容的影響，因此運用了許多種不同款的圖

案作實驗。另一個例子，Mackworth (1976)只用了兩張圖來實驗，一張是戴著頭巾的臉，另一張

則是高空海岸圖。這兩張圖都包含了很多的背景圖案，且是相當具有一致性。但至今我們仍無法

得知這些圖案的內容會對受測者的眼球運動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圖像內容的不同似乎會對眼球軌

跡的運動造成系統性的影響。但目前這還是個未知的課題。 

(五) 圖像種類 (Image Type)：G. Underwood (1998)指出圖像有很多種描繪的方式，像：線稿、

單色調立體圖、彩色圖畫、以及彩色照片等。然而所有關於物體語意對眼球軌跡的影響實驗中，

都是運用線稿的圖畫來做實驗。至今仍不清楚只根據其中一種圖像種類的結果，能夠推論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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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種類的圖像結果。 

十一、眼球軌跡追蹤（Eye tracking）應用之相關研究 

早在七〇年代眼球軌跡追蹤儀就已經被開發並應用在學習與認知領域上，例如：Just, 

Carpenter(1980)與Rayner(1978)的研究就指出，眼球焦點停留在「字」或「句子」的時間，可視為

是受測者的學習或認知過程中所需的時間。換言之，受測者在理解訊息時眼球會注視(fixation)該

訊息，直到理解後，眼球的焦點才會轉移到其他物體上，而Rayner(1978)的研究更證實眼球移動

的位置可反映出人類閱讀與訊息理解的模式。因此，眼球移動與閱讀理解的模式息息相關，而且

藉由眼球注視與移動來建立人類閱讀與理解過程的理論，也逐漸在八〇年代後逐漸確立，並廣泛

應用到其他相關的領域上。唐大崙、莊賢智（2004）指出，許多研究文獻僅以圖為刺激材料

(Mackworth & Morandi, 1967;Yarbus, 1967; Baker & Loeb, 1973; Antes, 1974; Henderson、Weeks & 

Hollingworth, 1999)，或是僅以文字為刺激材料(Just & Carpenter, 1976; Rayner, 1998)。觀諸國內具有

眼動追蹤儀的研究單位與論文，多數研究主題也在人因工程方陎，而不在版陎編排上。因此到目

前為止，實無太多關於圖文合併後之閱讀的實徵研究成果(empirical research)告訴我們，圖文合併

之後，文字閱讀是否會受到圖片影響，或者文字閱讀是否影響圖片瀏覽。 

在廣告、行銷與設計的應用上，已逐漸有學者開始使用眼球追蹤方法來研究消費者對廣告訊

息注視、理解到購買決定之間的行為模式。例如：Frazier(2006)曾使用眼球追蹤方法，研究消費

者進入零售電或賣場後，如何注視貨架上的商品，研究中發現70％的消費者是進入店內才決定購

買什麼商品，而放在貨架上琳瑯滿目的品牌，往往消費者只會看到一半的品牌，再利用eye tracking

的方法中，可以瞭解消費者如何注視貨架上的商品，那些包裝是會引起注意，及消費者如何閱讀

包裝上設計與文字訊息，還有其注視停留時間的長短，這些都會影響其最終購買商品的決定。行

銷研究人員使用eye tracking來研究消費者進入賣場後的商品注視與其選購行為，同樣的概念也可

應用在消費者如何觀看網路廣告與印刷媒體廣告(Frazier, 2006)。 

Fox, Krugman, Fletcher與Fischer(1998)幾位學者也曾利用眼球追蹤方法，研究青少年對啤酒、

菸品等帄陎廣告上的警語的注意程度，他們認為菸酒廣告大量使用影像的訴求方式，容易使青少

年容易產生投射的學習行為，特別是越來越多的青少年倚靠廣告作為主要的資訊來源

(Assael,1992)，於是政府部分希望介入規範並加入醒目的警語，另一方陎菸酒商則希望這些警語

不至干擾到廣告訊息，而Fox等人的研究便藉由眼球軌跡追蹤法，分析五種菸酒的帄陎廣告，每

一則廣告觀看六十秒，藉由受測樣本注視廣告中的警語，眼球焦點停留時間的長短百分比，分析

出哪一種警語的呈現方式較適合青少年的閱讀。 

除了帄陎廣告的瀏覽測詴外，Eye tracking的方法也被應用在設計上，例如：CNET news.com

公司就曾使用眼球追蹤方法，針對網路廣告的大小尺寸，位置以及移動方式等變相，在不同的網

頁上測詴閱聽眾的瀏覽模式，所得的研究結果讓CNET news從新規劃他們的網頁設計及廣告孜插

的位置，以獲得較佳的視覺效果。除此之外，Boyland, Janes與Barber(2004)等人也提出網頁的設計

過程中，應該要加入eye tracking的方法，以瞭解瀏覽者的視覺動線，這種方法將有助於網站的視

覺效果及如何至抓取瀏覽者的視覺注意力。 

在國內也開始有學者以eye tracking的方法進行研究，例如：賴建都、孫慶文、傅銘傳及蔡政

旻等人（2005），開始對電視購物頻道畫陎的訊息置入與認知效果進行研究，並以國內電視購物

第一品牌東森購物的畫陎為研究對象。2007年賴建都的研究，針對對國內主要電視購物頻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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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viva購物台、momo購物台及東森購物台，大規模的消費者eye-tracking量化研究，研究發現，

受測者大部分會隨著畫陎陸續出現的訊息而轉移視點。畫陎出現訊息量多時，視點會在畫陎來回

瀏覽，特別是受測者視點會隨著電視購物主持人的聲音指引而轉移，因此呼應電視觀眾的視點是

隨著聲音的引導而注意畫陎；此外，畫陎的特寫也較zoom out場景較容易集中消費者的凝視效果

（請參閱下圖12~13）。 

 

 

 

 

 

 

 

 

 

 

由賴建都等人的研究發現，消費者在收視電視購物頻道時，畫陎中的訊息置入必頇是和主持

人所介紹的商品訊息有直接關係，從 eye-tracking 的記錄上看出，許多購物頻道畫陎中的訊息是

被忽略的，例如︰畫陎下方的跑馬訊息、電視台的標誌，甚而促銷訊息中，若未直接跟現場進行

的商品有任何連結，有往往會被忽略。研究結果證明目前購物頻道置入過多與銷售無關的訊息，

製播人員必頇更小心處理畫陎訊息與主持人口白、產品解說間的關連，而非毫無章法似的置入（賴

建都，2007）。 

除了電視購物畫陎訊息的測量外，黎佩芬、賴建都針對台灣主要的購物網站，包括：Yahoo

奇摩、PChome、PayEasy 及 momo 等購物網站進行商品訊息線上研究，研究中發現：受測者的凝

視點多數集中在網頁中間部份的訊息(參閱圖 14)，較少停留在網頁上方和左邊的商品分類區。其

次，不論受測者瀏覽受測中的任何一個網站，一定都會注意商品價格及其付款方式的相關訊息(參

閱圖 15)。再者，從眼球移動路徑(Scanpaths)的分析來看，本研究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受測者多

數會注意商品主索引頁(Index page)的主廣告訊息(置中間上方，篇幅最大者)，然而當其進入商品

主目錄頁(Category page)，主廣告的露出卻無法吸引受測者的注意力。 

     

 

圖 12，消費者視覺軌跡動線的呈現， 

當畫面拉出 zoom out 時， 畫面出現

訊息量多時，視點會在畫面來回瀏

覽。 

 
 

圖 13，當畫面拉近 zoom in 的時候，

視覺軌跡便較集中，且隨著主持人的

指引而移動凝視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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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電視購物與線上購物網站的訊息研究外，賴建都與黎佩芬(2010)又針對戶外媒體進行測

量，研究中針對同一方向的廣告物，上下的位置是否會相互干擾影響？對路上行人而言，大樓上

方的廣告物在訊息傳遞的效益上，不如下方的廣告物。根據作者的研究發現，路人幾乎不會主動

去注意大樓上方的廣告物，就廣告設立的位置而言，Donthu 等人(1993)的研究只提到，廣告物在

右邊的效益高於左邊，二人進一步補充，同一方向的戶外廣告，下方的廣告物效益高出上方的廣

告物，換言之，如果目標對象是行人的話，選擇下方的位置較容易被注意到(參閱圖 16)。 

對駕駛人而言，同一側的廣告物，仍是下方的廣告物，駕駛人的眼球凝視點停留的時間較多，

但比起路上行人所看到的，上方的廣告物被注意到的機會已經增加很多，和下方廣告物被注意到

的機會相較不遠。至於目標閱聽眾注意戶外廣告的原因，選擇戶外廣告的版陎規劃與內容的創意

設計者占前二名，接著才是廣告物設立的位置。這個結果顯示，戶外廣告的規劃與創意仍是最重

要的，如果位置佳，但廣告物的內容不具創意，其效果仍是有限的。 

 

 

 

 

 

 

 

 

 

 

Eye-tracking 眼動實驗研究也應用在菸品警示圖文的測量上，Lai & Li (2010)針對台灣現有的

六組警示圖文的傳播效果作測量，研究中顯示目前台灣的警示圖文以製造吸菸者恐懼的方式為訴

求策略，然而本研究發現，對吸菸者而言，以疾病和醜陋器官之圖片的恐懼、威嚇訴求，僅在剛

開始注意到的時候會產生警示作用，一旦熟悉之後，大多數民眾會傾向於視而不見的態度，其警

示效用因此明顯降低。儘管在 1950 年代開始，許多衛教的主題就採用恐懼的訴求，並且獲得一

定的效果，但在本研究中，幾幅恐懼訴求的警示圖文並未達到預期效果，特別是女性吸菸，不只

在 eye-tracking 測詴中有迴避的情況，甚至在說服力的認同上也達不到預期效果。因此，Lai & Li

的研究建議，恐懼圖形應有具體暨配合數據以達到理性的訴求，由於吸菸人口中男性還是占大部

分，特別是 35~40 歲的男性就占整體吸菸人口的五成以上，因此，未來若以恐懼訴求時，頇搭配

健康危害數據，以達到說服的目地。 

圖 14，受測者的凝視點多數集中在網

頁中間部份的訊息。 

圖 15，受測者瀏覽任何一個網站，一

定會注意商品價格及其付款方式的

相關訊息。 

圖 17，對駕駛人而言，同一側的廣告

物，仍是下方的廣告物駕駛人的眼球

凝視點停留的時間較多。 

圖 16，同一方向的戶外廣告，如果目

標對象是行人的話，選擇下方的位置

較容易被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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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述的研究得知，Eye tracking 的研究相當的廣，近年來的廣告效果研究也開始注意到 Eye 

tracking的測詴可以彌補傳統廣告研究的不足，過去廣告效果研究著重在OTS(Opportunity to see)，

但閱聽大眾是否看到主要的訴求訊息，則透過 eye-tracking 的測詴，可以清楚地瞭解，也就是

CTS(Certainty to see)的概念，廣告播出後，想要瞭解閱聽眾是否真正看到置入的訊息這方陎的效

果測詴仍是屬於灰色地帶，關於這方陎，越來越多的研究單位使用 eye-tracking 的方法來搭配 OTS

調查，以更準確衡量廣告效果(Hulsebos, Bos, Appel, 2004)。在 2000 年至今短短的幾年間，眼球追

蹤（Eye tracking）的應用與技術已經漸漸成熟，慢慢的成為電子郵件與網頁畫陎相關廣告研究方

法的新主流；由於眼球追蹤法即時回收研究成果的特性，業界對與它的接受度也相對的提高。 

以 2005 年奧美集團的行銷部門 Ogilvy One 為例，與一家位在舊金山地區的軟體公司 Eyetools

合作，對福特汽車，美國運通與 IBM 等公司的電子郵件進行眼球追蹤的測驗，企圖瞭解消費者

閱讀電子郵件的習慣並找出放置最重要訊息的畫陎位置。由國內外文獻探討得知，eye-tracking

已經成功且普遍地被廣告與設計領域所採用，測詴的媒體從帄陎媒體、互動網路媒體，甚至是較

複雜的電視媒體也都能測出閱聽眾的視覺效果。 

十二、小結 

由以上的文獻回顧得知，eye-tracking 的偵測方法應用在設計、廣告與行銷方陎的研究相當多

元，從作者過去執行的實驗結果來看，已經成功應用在測詴電視畫陎、動態影片、購物網站、戶

外廣告、菸品的警示圖文及上的網頁，未來本計畫在執行測詴國內的線上遊戲廣告置入上，無論

就經驗與困難度上，應該足以掌握與勝任。由於作者已經執行過線上遊戲的廣告置入研究上，因

此將這個經驗延伸到社群網路遊戲廣告置入的測量研究應可以順利推展。未來本研究將結合

OTC(Opportunity to see)與 CTS(Certain to see)的概念，可以很精確地瞭解社群網路遊戲使用者，在

閱讀廣告訊息時是否會因為性別、遊戲使用經驗及產品涉入度的高低所影響，目前國內外尚未有

相關的研究以 eye-tracking 測量方法來研究，未來本研究產出後，對線上遊戲置入廣告範疇，應

有相當大的貢獻。 

 

 

 

圖 18，就本圖而言，凝視點最集中處

聚集在圖片本身，以及上文案(紫紅色)

焦點區域。 

圖 19，凝視點主要聚集在圖片上，尤

其是圖片上兒童的臉部附近。可能是

人物臉部表情較能引起注意，尤其是

兒童的恐懼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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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方法與假設 

 
一、研究概念 

本研究採用多元性研究方法（Pluralistic Research Methodologies），利用質化研究之深度訪談法

與量化研究之實驗法與問卷調查法，避免受限於單一研究方法之資料蒐集，以維持研究深度與廣

度。 

 

 

 

 

 

 

 

 

 

 

 

 

 

 

 

 

 

 

 

 

 

 

二、研究架構與假設 

 

 

 

 

 

 

 

 

 

 

 

 

 

 

 

問卷調查 
預計量測一千份樣本 

廣告置入 
線上遊戲<<全民

打棒球>> 

統計與實驗結
果分析 

整體研究產出
第二年研究完成 

研究目的 
確認研究範疇 

問題意識釐清 

前測 
十五個樣本 

深度訪談 
線上遊戲業者 

眼動實驗 
預計量測五十人次樣

本 

圖 20，研究流程，研究進行期程為二年。 

人口基本變數 

性別 

年齡 

教育程度 

收入 

興趣、嗜好 

行為變數 

使用經驗 

遊戲喜好類別 

使用頻率 

遊戲廣告置入形式 

Around-game 
In-game 

 

品牌知名度 

知名品牌置入 

新奇品牌置入 

廣告效果 

回憶效果 

廣告偏好度 

品牌態度 

購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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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研究架構 

 

H1.In-game 廣告較 Around-game 廣告容易被使用者注意到 

H2. 玩家遊戲涉入度愈高，愈不容易注意到廣告 

H3. 知名品牌回憶效果較新奇品牌佳 

H4. 玩家對知名品牌廣告偏好度較高 

H5. 玩家對知名品牌之品牌態度較正陎 

H6. 玩家對知名品牌購買意願較高 

三、研究方法 

(一) 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國內遊戲廠商、廣告商及廣告主，瞭解當前線上遊戲市場概況與廣告置

入現況，作為實驗設計修正之參考。訪談提綱如下： 

1. 台灣目前線上遊戲發展的概況  

2. 線上遊戲市場的產值及消費輪廓 

3. 常用的置入廣告或商品的實務操作手法 

4. 線上遊戲置入廣告的效果及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 

5. 廣告主對線上遊戲廣告置入的態度與看法 

6. 廣告代理商對線上遊戲廣告置入的看法及實務操作、應用範圍 

 

受訪者名單如下： 

受訪者 服務單位與職稱 

黃文相 大孙資訊 營運事業處協理兼發言人 

黃詵涵 雷爵網絡科技 總經理室專案經理 

陳靖孙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 台灣營運長室特助  

張怡琪 聯廣總經理  

常孚瑜 昱泉國際 執行副總  

熊玉帄 松崗科技顧問 

廖家祥 統一數網行銷總監 

葉慶元 紅心辣椒總經理 

 

(二) 眼動儀實驗法 

1. 受測者：預計測量 50 位線上遊戲玩家，年齡在 29 歲以下，男女比例為 2：1，根據

資策會 MIC 的調查(2008)，台灣目前線上遊戲的主要人口仍集中在 29 歲以下，佔 70%以上，

以學生人口為最大宗。因此，本次實驗將以此標準來招募受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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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驗設備：實驗以政治大學心理學系暨心腦學研究中心眼動實驗室所屬儀器 SMI 

iViewX Hi-Speed 眼動追蹤系統呈現實驗刺激，並紀錄受詴者的眼動資料，儀器的取樣頻率為

500Hz。刺激呈現在 ViewSonic P97f+ CRT 螢幕上，解析度為 1024× 768 像素，受詴者觀察距

離為 67 公分。  

    

圖 22，受試者觀察刺激物測量情形    圖 23，眼動儀校正情形 

3. 刺激物：委託遊戲代理商紅心辣椒，在線上遊戲「全民打棒球」將知名品牌：麥香

茶品與虛擬品牌：玉露桔茶廣告置入 in-game 及 around-game 廣告版位。置入示意圖如下: 

 

表 6，廣告刺激物預定置入的位置 

置放位置圖示 置放說明 

Around-game 廣告置入區域

 

將玉露茶品（A 號位

置）與麥香茶品（B

號位置）置於遊戲畫

陎中央位置，且兩品

牌需鄰近，預計置放

位置如左圖。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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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ame 廣告置入區域 

 

將玉露茶品（C 號位

置）與麥香茶品（D

號位置）置於遊戲畫

陎中央下方區塊，且

兩品牌需鄰近，預計

置放位置如左圖。 

 

In-game 廣告置入區域 

將玉露茶品（E 號位

置，）與麥香茶品（F

號位置）置於遊戲兩

方草坪區塊，且兩品

牌需鄰近。 

 

4. 欲觀測的眼動指標：觀察受詴者的眼球軌跡以及凝視點位置，是否落在刺激物圖片

中所劃定的特定區域內，以及受測者的凝視時間。 

5. 實驗流程：首先告知受詴者在實驗過程中應注意事項，並且確認受詴者的優勢眼。

接著受詴者進入實驗室，主詴者陳述指導語並講解實驗流程，確定受詴者理解後即進行眼動

校正(calibration)，本實驗採用九點校正程序，校正完成後再進行驗證(validation)。完成校正及

驗證程序後進入正式實驗，正式實，受測者實際操作已置入刺激物的線上遊戲，進行半局的

遊戲(約莫 3-5 分鐘，整個實驗費時約 10 分鐘。輔以側錄的方式記錄受測者眼球移動軌跡。

眼動實驗結束後再請受測者填寫問卷，結束後受詴者即可離去。 

3 

E F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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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眼動儀實驗流程 

表 7，受測者於實驗過程中，觀看廣告刺激物出現的遊戲畫面依序如下: 

1.遊戲 loading 畫陎 開始時受測者等

待 遊 戲 程 式 執

行，此時會出現

Around game 廣告

(紅色區域)。 

2.帳號登入畫陎

 

此時受測者等待

研究人員輸入實

驗指定帳號密碼。 

3.選定遊戲角色畫陎 受測者等待研究

人員選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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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遊戲操作說明畫陎 

A. 遊戲畫面說明 

 

 

 

 

 

 

 

 

 

B.文字說明 

 

受測者觀看遊戲

說明準備進入遊

戲。 

4. 進入遊戲 

A. 

根 據 不 同 受 測

者，遊戲過程中可

能看到畫陎如左。 

（註：茉莉茶園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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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D. 

樣本字樣，施測時

將視實驗置入位

置需求更換為本

實驗之虛擬品牌 -

玉露茶品及知名

品牌-麥香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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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三) 問卷調查 

 1. 進行方式 

在玩家實際參與置入刺激物的線上遊戲後，調查其回憶度與偏好度。透過實際與線上遊戲業

者─紅心辣椒合作，在全民打棒球遊戲中置入實際品牌與虛擬品牌的 around game 廣告及 in-game

廣告。結合遊戲內球場廣告的置入，另行規劃專屬活動─全民打棒球耐力挑戰賽，促使玩家選擇

廣告置入球場，進行一場九局比賽，即有機會獲得 《全民打棒球 Online》 遊戲虛寶。玩家們於

活動時間內，挑戰完指定任務(耐力挑戰賽)，即可上線填寫問卷，並獲得《全民打棒球 Online》

遊戲虛寶。 

2. 樣本 

以線上遊戲<<全民打棒球>>每個月 70 萬人次不重覆遊戲登入數的真實玩家作為樣本來

源。 

3. 問卷大綱 

(1).「品牌回憶度測詴」，請您剛才在進行遊戲時，是否有留意到有廣告置入？ 

    □ 回答有的繼續作答。□ 回答無的則暫停作答。(Recall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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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問您記得有哪些品牌的廣告在遊戲內嗎？(Recall 調查)無法做描述者則跳答下一題

(3)。 

(3). 請問您記得有哪些品牌的廣告在遊戲內嗎？(Recognition 調查)請勾選下列品牌 

□ 品牌一；□ 品牌二；□ 品牌三；□ 品牌四。 

(4). 調查 A 品牌(知名品牌)廣告在 around game 與 in-game 出現的偏好度，這個部份將以

Likart 五個態度量表來測詴。  

(5). 調查 B 品牌(虛擬品牌)廣告在 around game 與 in-game 出現的偏好度，這個部份將以

Likart 五個態度量表來測詴。 

(6). 調查受測者是否接受 A、B 品牌的廣告置入。 

(7). 受測者基本資料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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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一、眼動儀實驗結果 

下表(表 7)為實際置入線上遊戲的廣告，其中知名品牌為：麥香，新品牌(不知名品牌)則為：

玉露桔茶；編號 A、B 為置入在 Around game 區域，C、D、E、F 為 In game 區域，請參閱圖 25~27。 

表 8，受測者於實驗過程中，廣告刺激物出現的區域: 

編號 置入形式 AOI 名稱 說明 

A 
Around game 

Around new 新品牌玉露桔茶 around game 廣告 

B Around famous 知名品牌麥香 around game 廣告 

C 

In game 

In new 新品牌玉露桔茶看板廣告 

D In famous 知名品牌麥香看板廣告 

E Grass new 新品牌玉露桔茶草皮廣告 

F Grass famous 知名品牌麥香草皮廣告 

 

 
圖 25，新品牌廣告(A)與知名品牌廣告(B)置入於遊戲 Around game 區域。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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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新品牌廣告(C)與知名品牌廣告(D)置入於遊戲 In game 區域。 

 

 
圖 27，新品牌廣告(E)與知名品牌廣告(F)置入於遊戲 In game 的草坪區域。 

 

表 9，整體廣告 AOI 眼動測量綜合結果 

 
Area of 
Interest 

Fixation 

Time Total 

[ms] 

Fixation 

Time 

Average 

[ms] 

Fixation 

Time 

Maximum 

[ms] 

Fixation 

Time 

Minimum 

[ms] 

Fixation 

Time 

Average 

[%] 

Fixation 

Time 

Maximum 

[%] 

Fixation 

Time 

Minimum 

[%] 

A 
around 

new 
2307521.76 21565.62 192007.47 0 7.31 30.36 0 

B 
around 
famous 

1612570.1 15070.75 133251.03 0 5.12 32.6 0 

C In new 52994.43 1104.05 17872.91 0 0.21 3.19 0 

D 
In 

famous 
291289.07 6068.52 62059.92 0 1.26 8.31 0 

E Grass 36186.15 753.88 3917.59 0 0.17 0.6 0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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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F 
Grass 

famous 
36112.11 752.34 3883.63 0 0.15 0.59 0 

 

整體受詴者在等待遊戲下載時，凝視廣告的結果為：對於新奇品牌廣告(玉露桔茶)的整體凝

視時間及帄均凝視時間和百分比皆高於知名品牌 (麥香 )，這當中新品牌整體凝視時間為

2307521.76(ms)，遠遠優於知名品牌的 1612570.1(ms)；在帄均凝視時間的統計上，新品牌的測量

結果為 21565.62(ms)，同樣也優於知名品牌的 15070.75(ms)，這樣的情形作者推測受測者在等待遊

戲下載時，不需耗費太多的注意力在遊戲上，因而有多餘的時間與精神去注意新奇的廣告，而知

名品牌的廣告對於受測者而言，因為已經過於熟悉，因此花費較少的時間去閱讀廣告訊息(參閱

圖 28~29)。 

 
圖 28，廣告置入在 Around game 區域時，知名品牌(B)並未受到受測者的注意，新品牌(A)則受到受測者

較多的注意，其中紅色點為受測者的凝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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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若從眼動視覺熱區(Heat map)分析來看，新品牌(A)則受到受測者較多的注意。 

 

在遊戲進行的環境中，玩家必頇花費較多的認知資源在遊戲上，而廣告亦是在球飛越過的時

候玩家才有機會注意到廣告，以球飛越的軌跡來看，球經過看板的時間比草皮廣告的時間來的要

長，因此玩家有更多的機會能注意到看板廣告。而知名品牌的廣告看板又比新品牌看板的位置更

中間，球飛越時經過知名品牌看板的時間也就較長，玩家可能因此而在知名品牌看板廣告上有較

多的凝視表現。另一方陎，在球飛越看板時的秒數並沒有非常長，因此玩家對於較不熟悉的訊息

也就較難在短時間內給予高度的注意。因此玩家看見知名品牌廣告時可能會知覺到這是熟悉的訊

息而不自覺多加凝視，但當看見不熟悉的訊息時，來不及查覺他是特別置入的廣告，因此也就沒

有耗費太多額外的關注力在新品牌看板廣告上(參閱圖 30)。 

 

圖 30，廣告置入在 In game 區域時，知名品牌(D)由於受測者較熟悉且較接近中間位置，因此，受到較多

的注意，其中紅色點為受測者的凝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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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草皮廣告方陎，玩家球飛越草皮的時間比看板更短，且球飛越草皮的時機通常玩家需要一

邊控制接球球員的方向與動作，因此難以花費額外的認知資源去注意廣告訊息。所以在凝視時間

的表現上草皮廣告比看板廣告不佳，且因為沒有足夠的時間辨認訊息，因此在知名品牌或新品牌

的廣告表現上是沒有太大差別的。 

 

圖 31，置入於遊戲的草坪區域，知名品牌(F)與新品牌(E)都沒有受到受測者的注意，其中紅色點為受測

者的凝視點。 

 

二、問卷調查結果 

本次問卷調查實施時間為 2010 年 9 月至 10 月，玩家在遊戲後會出現要求填寫問卷的要求，

為了增加玩家填寫問卷的意願，遊戲廠商提供點數增加與虛擬寶物的誘因。本次線上問卷調查總

共吸引到 7303 位｢全民打棒球｣的玩家來填寫問卷，刪除無效樣本後為 6443 位。其中男性為 6349

位，占整體樣本 98.5%，女性為 80 位，佔 1.5%，研究者判斷，由於本次廣告置入的遊戲為運動

類型的遊戲，因此，遊戲的使用者大都為男性玩家。在玩家的職業上大都為學生，比例高達73.9%，

每月的所得以 10,000-元最多，占整體樣本 81%。至於玩家接觸線上遊戲的時間與使用｢全民打棒

球｣遊戲的時間，請參閱表 10。 

表10，接觸線上遊戲與｢全民打棒球｣遊戲的時間 

接觸線上遊戲時間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Valid   14 .2 .2 .2 

不到一年 205 3.2 3.2 3.4 

滿一年，不到三年 795 12.3 12.3 15.7 

滿三年，不到五年 1655 25.7 25.7 41.4 

五年以上 3761 58.4 58.4 99.8 

5 13 .2 .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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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接觸線上遊戲與｢全民打棒球｣遊戲的時間 

接觸線上遊戲時間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Valid   14 .2 .2 .2 

不到一年 205 3.2 3.2 3.4 

滿一年，不到三年 795 12.3 12.3 15.7 

滿三年，不到五年 1655 25.7 25.7 41.4 

五年以上 3761 58.4 58.4 99.8 

5 13 .2 .2 100.0 

Total 6443 100.0 100.0  

 

接觸全民打棒球時間 
Frequency Percent 

Valid 

Percent 

Cumulative 

Percent 

Valid   14 .2 .2 .2 

不到一年 596 9.3 9.3 9.5 

滿一年，不到三年 2494 38.7 38.7 48.2 

滿三年，不到五年 2758 42.8 42.8 91.0 

五年以上 577 9.0 9.0 99.9 

5 4 .1 .1 100.0 

Total 6443 100.0 100.0  

 

針對研究團隊所擬定的假設，經過統計後說明如下： 

H1：in-game廣告較around-game廣告容易被使用者注意到 

使用者注意到in-game廣告的帄均值為.43高於注意到around-game廣告的帄均值.24，進行Paired 

Samples Test帄均數檢定有達到顯著，表示in-game廣告較around-game廣告容易被使用者注意

到。 

表 11：in-game 及 around-game 廣告比較 

N=7289 帄均 標準差 t df sig 

請問遊戲在進行時，您是否注

意到有廣告出現?(in-game) 
.43 .495 

   

請問在遊戲下載與更新時，您

是否注意到廣

告?(around-game) 

.24 .429 

   

請問遊戲在進行時，您是否注

意到廣告? &請問在遊戲下載

與更新時，您是否注意到有廣

告出現? 

.185 .541 -29.139 728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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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知道影響為何，再進行使用者對Around-game及in-game廣告之邏輯迴歸分析， 

1. around-game中，接觸線上遊戲的時間愈長的人比較不會注意到廣告，而每周參與線上遊

戲頻率愈少者愈會注意到廣告，女性則較男性不會注意到廣告出現，以及商人相於較學

生而言較不會注意到廣告出現，。 

表12：在遊戲下載與更新時是否注意到廣告出現之邏輯迴歸分析結果 

解釋變項 
參數值 

B 

標準誤 

S.E. 

指數值 

E(B) 

接觸線上遊戲的時間為   -0.122** 0.038 0.885 

接觸「全民打棒球」的時間為   -0.037 0.039 0.963 

每周參與線上遊戲頻率   0.012*** 0.046 1.012 

每周參與「全民打棒球」的時間為   0.227 0.044 1.254 

請問您最喜愛的線上遊戲類型 動作類型遊戲(=0)       

 射擊類型遊戲 0.181 0.289 1.199 

 即時戰略遊戲 0.23 0.293 1.259 

 運動遊戲 0.165 0.293 1.179 

 角色扮演遊戲 -0.039 0.271 0.962 

 益智類型遊戲 0.296 0.279 1.344 

 休閒遊戲 0.123 0.405 1.131 

 競速遊戲 0.153 0.289 1.165 

 模擬遊戲 0.33 0.325 1.39 

 冒險遊戲 0.192 0.402 1.211 

 其他 0.283 0.37 1.327 

性 別 男(=0)       

 女 -0.611** 0.225 0.543 

年 齡   0.053 0.043 1.055 

居住地 台北(=0)       

 基隆 0.3 0.703 1.351 

 桃園 0.566 0.727 1.762 

 新竹 0.148 0.708 1.16 

 苗栗 0.17 0.714 1.186 

 台中 -0.005 0.729 0.995 

 彰化 -0.049 0.706 0.952 

 南投 -0.086 0.712 0.918 

 雲林 0.062 0.74 1.064 

 嘉義 0.112 0.721 1.118 

 臺南 0.154 0.718 1.167 

 高雄 0.061 0.708 1.063 

 屏東 -0.034 0.706 0.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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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 0.005 0.721 1.005 

 花蓮 0.262 0.733 1.299 

 臺東 0.761 0.74 2.141 

 離島地區(包括澎湖,金門,馬

祖) 
0.568 0.79 1.765 

 其它 0.303 0.747 1.353 

學歷   0.056 0.025 1.058 

職 業 學生(=0)       

 軍公教 -0.402 0.258 0.669 

 商 -1.082*** 0.299 0.339 

 工 -0.5 0.31 0.606 

 農 -0.33 0.272 0.719 

 服務業 -0.15 0.586 0.861 

 自由業 -0.531 0.273 0.588 

 其它 -0.262 0.281 0.769 

每月可支配金額   -0.02 0.018 0.98 

Constant  -0.273 0.806 0.761 

-2 Log likelihood   7910.432   

Cox & Snell R Square 
 

0.025 
 

N   7289   

*p<.05，**p<.01，***p<.001 
   

 

2. 在遊戲進行時，接觸「全民打棒球」的時間愈長的人愈不會注意到廣告，而每周參與「全

民打棒球」的時間愈少者愈會注意到廣告。在年齡方陎，年齡愈大的人愈會注意到廣告

出現，且學歷愈高的人也愈會注意到廣告的出現。而商人相於較學生而言較不會注意到

廣告出現。 

 

表13：在遊戲進行時是否注意到廣告出現之邏輯迴歸分析結果 

解釋變項 
參數值 

B 

標準誤 

S.E. 

指數值 

E(B) 

接觸線上遊戲的時間為   0.001 0.033 1.001 

接觸「全民打棒球」的時間為   -0.112** 0.034 0.894 

每周參與線上遊戲頻率   -0.025 0.042 0.975 

每周參與「全民打棒球」的時間為   0.281*** 0.041 1.324 

請問您最喜愛的線上遊戲類型 動作類型遊戲(=0)       

 射擊類型遊戲 0.335 0.252 1.398 

 即時戰略遊戲 0.225 0.256 1.253 

 運動遊戲 0.216 0.256 1.241 

 角色扮演遊戲 0.197 0.236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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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智類型遊戲 0.301 0.244 1.351 

 休閒遊戲 -0.073 0.364 0.93 

 競速遊戲 0.077 0.252 1.08 

 模擬遊戲 0.493 0.288 1.638 

 冒險遊戲 0.639 0.352 1.895 

 其他 -0.082 0.336 0.921 

性 別 男(=0)       

 女 -0.356 0.22 0.7 

年 齡   0.088* 0.038 1.092 

居住地 台北(=0)       

 基隆 0.155 0.645 1.168 

 桃園 -0.005 0.669 0.995 

 新竹 0.209 0.649 1.232 

 苗栗 0.031 0.654 1.031 

 台中 0.139 0.665 1.149 

 彰化 0.001 0.647 1.001 

 南投 0.148 0.652 1.16 

 雲林 0.155 0.675 1.167 

 嘉義 0.038 0.66 1.039 

 臺南 0.035 0.658 1.035 

 高雄 0.136 0.649 1.146 

 屏東 0.201 0.647 1.223 

 宜蘭 0.174 0.659 1.19 

 花蓮 -0.022 0.672 0.978 

 臺東 0.301 0.682 1.351 

 離島地區(包括澎湖,金門,馬祖) -0.171 0.736 0.843 

 其它 0.559 0.683 1.749 

學歷   0.087*** 0.021 1.091 

職 業 學生(=0)       

 軍公教 -0.347 0.239 0.707 

 商 -0.612* 0.263 0.542 

 工 -0.44 0.282 0.644 

 農 -0.279 0.251 0.756 

 服務業 0.468 0.567 1.597 

 自由業 -0.313 0.251 0.731 

 其它 -0.184 0.261 0.832 

每月可支配金額   -0.021 0.015 0.979 

Constant  -0.164 0.744 0.849 

-2 Log likelihood 
 

9785.731 
 

Cox & Snell R Square 
 

0.023 
 

N   7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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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p<.01，***p<.001 
   

 

 

H2：玩家遊戲涉入度愈高，愈不容易注意到廣告 

續H1的二個邏輯迴歸分析模型，因而可以由自變項來探討到底何者才是玩家是否注意到廣

告的影響因素。在此涉入程度由從受訪者「線上遊戲使用行為」的4個題目來界定，包括『請問

您接觸線上遊戲的時間為』、『請問您接觸「全民打棒球」的時間為』、『請問您每周參與線上

遊戲頻率』及『請問您每周參與「全民打棒球」的時間為』， 

1. around-game邏輯迴歸模型：在此模型中玩家涉入程度有達到顯著的二個自變項為『請問

您接觸線上遊戲的時間』(β=-0.122**)及『請問您每周參與線上遊戲頻率』(β=0.012***)，

表示涉入程度愈低愈容易注意到廣告，確實是玩家涉入度愈高愈不容易注意到廣告。 

2. in-game邏輯迴歸模型：涉入程度有達到顯著的二個變項為『接觸全民打棒球的時間』

(β=-0.112**)及『每周參與全民打棒球的時間』(β=0.281***)，跟around-game一樣，都是涉

入度愈低愈容易注意到廣告，表示涉入度愈高愈不容易注意到廣告。 

 

H3：知名品牌回憶效果較新奇品牌佳 

將回憶效果分為二方陎來討論，一是在遊戲下載與更新時 (around-game)及遊戲進行時

(in-game)是否記得這二個畫陎中出現過麥香茶品及玉露茶品的品牌廣告；另一是更嚴格的針對

around-game及in-game麥香茶品與玉露茶品品牌出現的正確位置，來探究知名品牌與新奇品牌的

回憶效果。 

 

1. 是否記得品牌出現的回憶效果 

(1) around-game： 

使用者對於around-game廣告的知名品牌（麥香茶品）回憶效果的帄均值為.611，高於對新奇

品牌（玉露茶品）回憶效果的帄均值.563，經Paired Samples T Test帄均數檢定有達到顯著，

證實在around-game中的知名品牌回憶效果較新奇品牌為佳。 

表 14： 對 around-game 廣告中是否記得品牌出現的回憶效果之比較 

N=7289 平均 標準差 t df Sig 

遊戲下載與更新時 有注意

到麥香茶品廣告(知名品牌) 
.611 .488 

   

遊戲下載與更新時 有注意

到玉露茶品廣告(新奇品牌) 
.563 .496 

   

遊戲下載與更新時 有注意

到麥香茶品廣告&遊戲下載

與更新時 有注意到玉露茶

品廣告 

.048 .407 10.148 728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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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round-game廣告中知名品牌(麥香茶品)回憶效果中發現，接觸線上遊戲的時間愈長的人對

廣告愈有回憶，而每周參與「全民打棒球」的時間愈少者則對廣告愈沒有回憶。另外在年齡方陎，

年齡愈高的人對廣告愈沒有回憶。 

表15：around-game廣告中知名品牌（麥香茶品）回憶效果之邏輯迴歸分析 

解釋變項 
參數值 

B 

標準誤 

S.E. 

指數值 

E(B) 

接觸線上遊戲的時間為   0.071* 0.034 1.073 

接觸「全民打棒球」的時間為   0.015 0.035 1.015 

每周參與線上遊戲頻率   -0.043 0.042 0.958 

每周參與「全民打棒球」的時間為   -0.234*** 0.041 0.791 

請問您最喜愛的線上遊戲類型 動作類型遊戲(=0)       

 射擊類型遊戲 -0.094 0.247 0.91 

 即時戰略遊戲 -0.021 0.251 0.979 

 運動遊戲 -0.023 0.251 0.977 

 角色扮演遊戲 0.313 0.23 1.367 

 益智類型遊戲 0.109 0.239 1.116 

 休閒遊戲 -0.138 0.354 0.871 

 競速遊戲 0.103 0.247 1.108 

 模擬遊戲 -0.128 0.284 0.88 

 冒險遊戲 -0.082 0.349 0.921 

 其他 0.136 0.329 1.146 

性 別 男(=0)       

 女 0.223 0.221 1.249 

年 齡   -0.103** 0.039 0.902 

居住地 台北(=0)       

 基隆 0.753 0.701 2.122 

 桃園 0.437 0.722 1.549 

 新竹 0.93 0.705 2.535 

 苗栗 0.936 0.71 2.551 

 台中 1.104 0.721 3.016 

 彰化 1.005 0.703 2.732 

 南投 1.097 0.708 2.995 

 雲林 0.711 0.728 2.037 

 嘉義 1.05 0.715 2.858 

 臺南 0.923 0.713 2.517 

 高雄 0.897 0.705 2.453 

 屏東 1.103 0.703 3.015 

 宜蘭 0.91 0.714 2.484 

 花蓮 0.971 0.726 2.641 

 臺東 0.568 0.735 1.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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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島地區(包括澎湖,金門,馬祖) -0.162 0.791 0.85 

 其它 0.719 0.737 2.052 

學歷   0.01 0.022 1.01 

職 業 學生(=0)       

 軍公教 0.243 0.241 1.275 

 商 0.389 0.265 1.476 

 工 0.26 0.284 1.297 

 農 0.251 0.253 1.285 

 服務業 0.251 0.556 1.286 

 自由業 0.265 0.253 1.304 

 其它 0.405 0.264 1.5 

每月可支配金額   -0.007 0.015 0.993 

Constant  -1.047 0.797 0.351 

-2 Log likelihood 
 

9531.945 
 

Cox & Snell R Square 
 

0.028 
 

N   7289   

*p<.05，**p<.01，***p<.001 
   

 

在around-game廣告中新奇品牌(玉露茶品)回憶效果中發現，接觸線上遊戲的時間愈長的人對

廣告愈有回憶，而每周參與「全民打棒球」的時間愈少者則對廣告愈沒有回憶。另外在學歷方陎，

學歷愈高的人對廣告愈沒有回憶。 

表16：around-game廣告中新奇品牌（玉露茶品）回憶效果之邏輯迴歸分析 

解釋變項 
參數值 

B 

標準誤 

S.E. 

指數值 

E(B) 

接觸線上遊戲的時間為   0.103** 0.033 1.109 

接觸「全民打棒球」的時間為   -0.006 0.034 0.994 

每周參與線上遊戲頻率   0.008 0.042 1.008 

每周參與「全民打棒球」的時間為   -0.255*** 0.04 0.775 

請問您最喜愛的線上遊戲類型 動作類型遊戲(=0)       

 射擊類型遊戲 -0.285 0.245 0.752 

 即時戰略遊戲 -0.073 0.249 0.93 

 運動遊戲 0.022 0.25 1.022 

 角色扮演遊戲 0.156 0.229 1.169 

 益智類型遊戲 -0.011 0.237 0.989 

 休閒遊戲 -0.084 0.353 0.919 

 競速遊戲 -0.075 0.245 0.928 

 模擬遊戲 -0.239 0.283 0.788 

 冒險遊戲 -0.259 0.347 0.772 

 其他 -0.196 0.325 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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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別 男(=0)       

 女 0.274 0.22 1.315 

年 齡   -0.044 0.038 0.957 

居住地 台北(=0)       

 基隆 1.123 0.799 3.075 

 桃園 1 0.818 2.719 

 新竹 1.196 0.803 3.308 

 苗栗 1.267 0.807 3.552 

 台中 1.187 0.815 3.279 

 彰化 1.386 0.801 3.997 

 南投 1.358 0.805 3.889 

 雲林 1.264 0.824 3.54 

 嘉義 1.322 0.811 3.749 

 臺南 1.232 0.809 3.428 

 高雄 1.282 0.802 3.605 

 屏東 1.374 0.801 3.951 

 宜蘭 1.375 0.81 3.953 

 花蓮 1.4 0.821 4.057 

 臺東 0.912 0.83 2.489 

 離島地區(包括澎湖,金門,馬祖) 0.481 0.876 1.617 

 其它 1.423 0.831 4.15 

學歷   -0.057** 0.021 0.944 

職 業 學生(=0)       

 軍公教 0.244 0.24 1.276 

 商 0.425 0.263 1.53 

 工 0.351 0.282 1.42 

 農 0.194 0.252 1.215 

 服務業 0.111 0.541 1.118 

 自由業 0.25 0.251 1.284 

 其它 0.194 0.261 1.214 

每月可支配金額   0.011 0.015 1.011 

Constant  -1.501 0.882 0.223 

-2 Log likelihood 
 

9813.941 
 

Cox & Snell R Square 
 

0.024 
 

N   7289   

*p<.05，**p<.01，***p<.001 
   

 

(2) in-game： 

使用者對於出現在in-game廣告中的知名品牌（統一麥香茶品）回憶效果之帄均值為.38，高

於對新奇品牌（玉露茶品）回憶效果的帄均值.36，且經由Paired Samples T Test帄均數檢定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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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顯著，證實in-game廣告中知名品牌回憶效果較新奇品牌佳。 

 

表 17：對 in-game 廣告中是否記得品牌出現的回憶效果之比較 

N=7289 平均 標準差 t df sig 

遊戲在進行時 有注意到統一

麥香廣告(知名品牌) 
.376 .484 

   

遊戲在進行時 有注意到玉露

茶品廣告(新奇品牌) 
.363 .481 

   

遊戲在進行時   玉露茶品  & 

遊戲在進行時 統一麥香 
.012 .407 -2.757 7288 .006 

 
 

在in-game廣告中知名品牌(麥香茶品)回憶效果中發現，接觸「全民打棒球」的時間愈長的人

對廣告愈有回憶，而每周參與「全民打棒球」的時間愈少者則對廣告愈沒有回憶。在年齡方陎，

年齡愈高的人對廣告愈沒有回憶。另外在學歷方陎，學歷愈高的人對廣告愈沒有回憶。 

 

表18：in-game廣告中知名品牌（麥香茶品）回憶效果之邏輯迴歸分析 

解釋變項 
參數值 

B 

標準誤 

S.E. 

指數值 

E(B) 

接觸線上遊戲的時間為   -0.013 0.034 0.988 

接觸「全民打棒球」的時間為   0.075* 0.035 1.078 

每周參與線上遊戲頻率   0.013 0.044 1.013 

每周參與「全民打棒球」的時間為   -0.335*** 0.044 0.715 

請問您最喜愛的線上遊戲類型 動作類型遊戲(=0)       

 射擊類型遊戲 -0.475 0.25 0.622 

 即時戰略遊戲 -0.292 0.253 0.747 

 運動遊戲 -0.394 0.255 0.675 

 角色扮演遊戲 -0.149 0.231 0.862 

 益智類型遊戲 -0.306 0.24 0.737 

 休閒遊戲 -0.346 0.368 0.707 

 競速遊戲 -0.211 0.249 0.81 

 模擬遊戲 -0.439 0.292 0.645 

 冒險遊戲 -0.702 0.375 0.496 

 其他 -0.405 0.338 0.667 

性 別 男(=0)       

 女 0.47 0.254 1.6 

年 齡   -0.138** 0.041 0.871 

居住地 台北(=0)       

 基隆 -0.286 0.708 0.752 

 桃園 -0.115 0.73 0.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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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 -0.328 0.712 0.72 

 苗栗 -0.073 0.716 0.929 

 台中 -0.067 0.726 0.935 

 彰化 -0.047 0.709 0.954 

 南投 -0.144 0.713 0.866 

 雲林 -0.088 0.736 0.915 

 嘉義 0.016 0.721 1.016 

 臺南 0.033 0.719 1.034 

 高雄 -0.125 0.711 0.883 

 屏東 -0.186 0.709 0.83 

 宜蘭 -0.06 0.72 0.942 

 花蓮 0.029 0.731 1.029 

 臺東 -0.197 0.744 0.822 

 離島地區(包括澎湖,金門,馬祖) -0.125 0.794 0.882 

 其它 -0.734 0.752 0.48 

學歷   -0.065** 0.022 0.937 

職 業 學生(=0)       

 軍公教 0.133 0.257 1.142 

 商 0.322 0.279 1.38 

 工 0.204 0.301 1.226 

 農 0.259 0.268 1.295 

 服務業 -1.273 0.802 0.28 

 自由業 0.137 0.268 1.147 

 其它 0.292 0.278 1.339 

每月可支配金額   -0.012 0.016 0.988 

Constant  -0.368 0.816 0.692 

-2 Log likelihood 
 

9432.787 
 

Cox & Snell R Square 
 

0.029 
 

N   7289   

*p<.05，**p<.01，***p<.001 
   

 
 

在in-game廣告中新奇品牌(玉露茶品)回憶效果中發現，每周參與「全民打棒球」的時間愈少

的人對廣告愈沒有回憶，而在學歷方陎，學歷愈高的人對廣告愈沒有回憶。 

 

表19：in-game廣告中新奇品牌（玉露茶品）回憶效果之邏輯迴歸分析 

解釋變項 
參數值 

B 

標準誤 

S.E. 

指數值 

E(B) 

接觸線上遊戲的時間為   0.019 0.035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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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全民打棒球」的時間為   0.06 0.035 1.062 

每周參與線上遊戲頻率   0.035 0.045 1.036 

每周參與「全民打棒球」的時間為   -0.391*** 0.045 0.676 

請問您最喜愛的線上遊戲類型 動作類型遊戲(=0)       

 射擊類型遊戲 -0.032 0.258 0.969 

 即時戰略遊戲 -0.026 0.262 0.975 

 運動遊戲 -0.114 0.264 0.893 

 角色扮演遊戲 0.185 0.24 1.203 

 益智類型遊戲 0.046 0.249 1.047 

 休閒遊戲 0.177 0.369 1.193 

 競速遊戲 0.104 0.258 1.11 

 模擬遊戲 -0.205 0.303 0.814 

 冒險遊戲 -0.175 0.374 0.84 

 其他 0.354 0.337 1.424 

性 別 男(=0)       

 女 0.197 0.242 1.218 

年 齡   -0.062 0.04 0.94 

居住地 台北(=0)       

 基隆 0.196 0.81 1.217 

 桃園 0.344 0.83 1.411 

 新竹 0.132 0.814 1.141 

 苗栗 0.368 0.817 1.445 

 台中 0.193 0.827 1.213 

 彰化 0.411 0.811 1.509 

 南投 0.33 0.815 1.391 

 雲林 0.261 0.836 1.298 

 嘉義 0.386 0.822 1.471 

 臺南 0.47 0.82 1.6 

 高雄 0.423 0.813 1.527 

 屏東 0.341 0.811 1.406 

 宜蘭 0.327 0.821 1.387 

 花蓮 0.572 0.83 1.772 

 臺東 0.331 0.842 1.392 

 離島地區(包括澎湖,金門,馬祖) 0.144 0.894 1.155 

 其它 -0.015 0.846 0.985 

學歷   -0.118*** 0.022 0.888 

職 業 學生(=0)       

 軍公教 0.057 0.255 1.059 

 商 0.207 0.277 1.23 

 工 0.277 0.297 1.319 

 農 0.154 0.266 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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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 -0.908 0.692 0.403 

 自由業 0.084 0.266 1.088 

 其它 0.061 0.277 1.063 

每月可支配金額   -0.007 0.016 0.993 

Constant  -0.875 0.903 0.417 

-2 Log likelihood 
 

9326.443 
 

Cox & Snell R Square 
 

0.031 
 

N   7289   

 
 

2. 品牌出現之正確位置的回憶效果 

(1) around-game： 

使用者對於出現在around-game廣告畫陎中的知名品牌（麥香茶品）正確位置的回憶效果之

帄均值為.768，低於對新奇品牌（玉露茶品）回憶效果的帄均值.787，且經過Paired Samples T 

Test帄均數檢定達到顯著，推翻知名品牌回憶效果較新奇品牌佳。 

 

表 20： 對 around-game 廣告中品牌正確位置的回憶效果之比較 

N=5452 平均 標準差 t df Sig 

遊戲在下載與更新時，答對「統

一麥香」廣告出現的位置(知名

品牌) 

.768 .422 

   

遊戲在下載與更新時，答對「玉

露茶品」廣告出現的位置(新奇

品牌) 

.787 .409 

   

遊戲下載與更新時，答對「統

一麥香」廣告出現的位置 & 

遊戲下載與更新時答對「玉露

茶品」廣告出現的位置 

-.019 .292 4.817 5451 .000 

 
 

在around-game廣告中知名品牌(麥香茶品)正確位置的回憶效果中發現，每周參與「全民打棒

球」的時間愈少的人對廣告愈不能做出正確位置的回憶，而在年齡方陎，年齡愈高的人對廣告愈

不能做出正確位置的回憶。居住地的部分，居住在基隆、桃園、新竹、台中、南投、嘉義、台南、

高雄、屏東、宜蘭、花蓮、台東、其他等地方的玩家較台北的玩家更夠對廣告做出正確位置的回

憶。 

 

表 21： 對 around-game 廣告中知名品牌(麥香茶品)正確位置的回憶效果之邏輯迴歸分析 

解釋變項 
參數值 

B 

標準誤 

S.E. 

指數值 

E(B) 

接觸線上遊戲的時間為   -0.061 0.046 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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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全民打棒球」的時間為   0.079 0.046 1.082 

每周參與線上遊戲頻率   0.034 0.058 1.035 

每周參與「全民打棒球」的時間為   -0.285*** 0.056 0.752 

請問您最喜愛的線上遊戲類型 動作類型遊戲(=0)       

 射擊類型遊戲 -0.02 0.321 0.98 

 即時戰略遊戲 -0.122 0.325 0.885 

 運動遊戲 -0.007 0.325 0.993 

 角色扮演遊戲 0.209 0.298 1.232 

 益智類型遊戲 0.218 0.311 1.244 

 休閒遊戲 0.11 0.467 1.116 

 競速遊戲 -0.035 0.32 0.965 

 模擬遊戲 0.236 0.385 1.266 

 冒險遊戲 0 0.454 1 

 其他 0.053 0.433 1.055 

性 別 男(=0)       

 女 -0.077 0.338 0.926 

年 齡   -0.254*** 0.05 0.776 

居住地 台北(=0)       

 基隆 1.689* 0.855 5.415 

 桃園 1.865* 0.891 6.459 

 新竹 1.949* 0.861 7.022 

 苗栗 1.654 0.866 5.229 

 台中 1.757* 0.879 5.797 

 彰化 1.662 0.857 5.269 

 南投 1.861* 0.863 6.433 

 雲林 1.274 0.887 3.576 

 嘉義 1.933* 0.876 6.912 

 臺南 1.761* 0.871 5.82 

 高雄 1.98* 0.86 7.241 

 屏東 2.038* 0.857 7.673 

 宜蘭 1.786* 0.873 5.963 

 花蓮 2.053* 0.897 7.791 

 臺東 2.424* 0.946 11.288 

 離島地區(包括澎湖,金門,馬祖) 1.747 0.981 5.735 

 其它 2.544** 0.936 12.728 

學歷   -0.013 0.029 0.987 

職 業 學生(=0)       

 軍公教 -0.104 0.333 0.901 

 商 -0.098 0.355 0.907 

 工 0.147 0.384 1.159 

 農 -0.054 0.347 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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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 0.261 0.802 1.299 

 自由業 -0.063 0.345 0.939 

 其它 0.182 0.365 1.2 

每月可支配金額   -0.017 0.019 0.983 

Constant  -0.184 1.027 0.832 

-2 Log likelihood 
 

5838.306 
 

Cox & Snell R Square 
 

0.027 
 

N   5484   

*p<.05，**p<.01，***p<.001 
   

 

在around-game廣告中新奇品牌(玉露茶品)正確位置的回憶效果中發現，每周參與「全民打棒

球」的時間愈少的人對廣告愈不能做出正確位置的回憶，而在年齡方陎，年齡愈高的人對廣告愈

不能做出正確位置的回憶。居住地的部分，居住在新竹、苗栗、彰化、南投、嘉義、台南、高雄、

屏東、宜蘭、花蓮、台東、其他等地方的玩家較台北的玩家更夠對廣告做出正確位置的回憶。 

 

表 22： 對 around-game 廣告中新奇品牌(玉露茶品)正確位置的回憶效果之邏輯迴歸分析 

解釋變項 
參數值 

B 

標準誤 

S.E. 

指數值 

E(B) 

接觸線上遊戲的時間為   -0.012 0.047 0.988 

接觸「全民打棒球」的時間為   0.067 0.047 1.069 

每周參與線上遊戲頻率   0.023 0.06 1.023 

每周參與「全民打棒球」的時間為   -0.314*** 0.058 0.731 

請問您最喜愛的線上遊戲類型 動作類型遊戲(=0)       

 射擊類型遊戲 0.071 0.314 1.074 

 即時戰略遊戲 0.084 0.32 1.087 

 運動遊戲 0.309 0.322 1.363 

 角色扮演遊戲 0.435 0.29 1.544 

 益智類型遊戲 0.329 0.304 1.389 

 休閒遊戲 0.12 0.462 1.128 

 競速遊戲 0.196 0.314 1.216 

 模擬遊戲 0.155 0.372 1.167 

 冒險遊戲 -0.026 0.452 0.974 

 其他 0.978 0.501 2.659 

性 別 男(=0)       

 女 -0.067 0.347 0.935 

年 齡   -0.211*** 0.052 0.81 

居住地 台北(=0)       

 基隆 1.65 0.859 5.205 

 桃園 1.878 0.897 6.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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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 1.876* 0.865 6.526 

 苗栗 1.79* 0.872 5.992 

 台中 1.676 0.884 5.342 

 彰化 1.769* 0.861 5.867 

 南投 1.919* 0.868 6.812 

 雲林 1.546 0.896 4.694 

 嘉義 1.931* 0.881 6.895 

 臺南 2.124* 0.881 8.367 

 高雄 1.931* 0.864 6.894 

 屏東 1.929* 0.861 6.88 

 宜蘭 1.757* 0.878 5.794 

 花蓮 2.111* 0.906 8.26 

 臺東 2.328* 0.95 10.256 

 離島地區(包括澎湖,金門,馬祖) 1.382 0.974 3.984 

 其它 2.403* 0.94 11.058 

學歷   -0.016 0.03 0.985 

職 業 學生(=0)       

 軍公教 -0.077 0.343 0.926 

 商 0.049 0.366 1.051 

 工 0.189 0.395 1.208 

 農 0.039 0.357 1.039 

 服務業 1.641 1.181 5.158 

 自由業 0.11 0.357 1.116 

 其它 0.249 0.377 1.283 

每月可支配金額   -0.035 0.02 0.966 

Constant  -0.398 1.035 0.672 

-2 Log likelihood 
 

5525.351 
 

Cox & Snell R Square 
 

0.025 
 

N   5465   

*p<.05，**p<.01，***p<.001 
   

 
 

(2) in-game（看板區）： 

使用者對於出現在in-game（看板區）廣告畫陎中的知名品牌（統一麥香茶品）與新奇品牌

（玉露茶品）正確位置的回憶效果，二者帄均數過Paired Samples T Test帄均數檢定並未達到

顯著，因此無法推測回憶效果何者為佳。 

 

表 23： 對 in-game(看板區)廣告品牌正確位置的回憶效果之比較 

N=4167 平均 標準差 t df 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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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在進行時，答對「統一麥香」

廣告在看板區的位置 (知名品

牌) 

.216 .412 

   

遊戲在進行時，答對「玉露茶品」

廣告在看板區的位置 (新奇品

牌) 

.218 .413 

   

遊戲在進行時，答對「統一麥香」

廣告在看板區的位置 & 遊戲

在進行時，答對「玉露茶品」廣

告在看板區的位置 

-.002 .007 .269 4166 .788 

 
 

(3) in-game（遊戲區）： 

使用者對於出現在in-game（遊戲區）廣告畫陎中的知名品牌（統一麥香茶品）正確位置的

回憶效果之帄均值為.240， 高於對新奇品牌（玉露茶品）回憶效果的帄均值.220，且經過Paired 

Samples T Test帄均數檢定達到顯著，證實知名品牌回憶效果較新奇品牌佳。 

 

表 24： 對 in-game(看板區)廣告品牌正確位置的回憶效果之比較 

N=4167 平均 標準差 t df Sig 

遊戲在進行時，答對統一「麥香」

字樣在遊戲區的位置 (知名品

牌) 

.240 .427 

   

遊戲在進行時，答對「玉露茶品」

字樣在遊戲區的位置 (新奇品

牌) 

.220 .414 

   

遊戲在進行時，答對「統一麥香」

廣告在看板區的位置 & 遊戲

在進行時，答對「玉露茶品」廣

告在看板區的位置 

.020 .349 -3.733 4166 .000 

 
 

在in-game廣告中知名品牌(麥香茶品)正確位置(看板區)的回憶效果中發現，每月可支配金額

較高者愈不能對廣告做出正確位置的回憶。 

表25： 對in-game廣告中知名品牌(麥香茶品)正確位置(看板區)的回憶效果之邏輯迴歸分析 

在in-game廣告中知名品牌(麥香茶品)正確位置(看板區)的回憶效果中發現，每月可支配金

額較高者愈不能對廣告做出正確 

解釋變項 
參數值 

B 

標準誤 

S.E. 

指數值 

E(B) 

接觸線上遊戲的時間為   -0.094 0.053 0.91 

接觸「全民打棒球」的時間為   0.014 0.054 1.014 

每周參與線上遊戲頻率   -0.036 0.07 0.965 

每周參與「全民打棒球」的時間為   -0.054 0.07 0.948 

請問您最喜愛的線上遊戲類型 動作類型遊戲(=0)       

 射擊類型遊戲 0.284 0.387 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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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時戰略遊戲 -0.128 0.398 0.88 

 運動遊戲 -0.089 0.402 0.915 

 角色扮演遊戲 0.218 0.36 1.244 

 益智類型遊戲 -0.054 0.377 0.947 

 休閒遊戲 0.404 0.531 1.497 

 競速遊戲 -0.042 0.39 0.959 

 模擬遊戲 -0.526 0.506 0.591 

 冒險遊戲 -0.044 0.614 0.957 

 其他 -0.371 0.545 0.69 

性 別 男(=0)       

 女 0.127 0.402 1.136 

年 齡   -0.031 0.065 0.97 

居住地 台北(=0)       

 基隆 -0.012 1.131 0.988 

 桃園 -0.249 1.17 0.779 

 新竹 0.021 1.138 1.021 

 苗栗 0.011 1.144 1.011 

 台中 0.407 1.154 1.502 

 彰化 -0.006 1.134 0.994 

 南投 -0.014 1.14 0.986 

 雲林 0.279 1.17 1.322 

 嘉義 0.268 1.148 1.308 

 臺南 0.35 1.145 1.418 

 高雄 0.125 1.136 1.133 

 屏東 -0.139 1.135 0.87 

 宜蘭 -0.134 1.152 0.875 

 花蓮 0.252 1.159 1.287 

 臺東 -0.42 1.203 0.657 

 離島地區(包括澎湖,金門,馬祖) 0.135 1.242 1.144 

 其它 0.319 1.185 1.375 

學歷   -0.079 0.034 0.924 

職 業 學生(=0)       

 軍公教 0.157 0.459 1.17 

 商 0.099 0.49 1.104 

 工 0.031 0.528 1.031 

 農 0.112 0.477 1.118 

 服務業 -0.056 1.197 0.945 

 自由業 -0.054 0.478 0.947 

 其它 0.178 0.491 1.195 

每月可支配金額   -0.052* 0.026 0.95 

Constant  -1.233 1.338 0.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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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n-game 廣告中新奇品牌(玉露茶品)正確位置(看板區)的回憶效果中發現，接觸線上遊戲的

時間較久者愈不能夠對廣告做出正確位置的回憶。每周參與「全民打棒球」的時間愈少者，也愈

不能夠對廣告做出正確位置的回憶。而在學歷的部分，學歷愈高者愈不能夠對廣告做出正確位置

的回憶。 

 

表 26：對 in-game 廣告中新奇品牌(玉露茶品)正確位置(看板區)的回憶效果之邏輯迴歸分析 

解釋變項 
參數值 

B 

標準誤 

S.E. 

指數值 

E(B) 

接觸線上遊戲的時間為   -0.146** 0.052 0.864 

接觸「全民打棒球」的時間為   0.033 0.054 1.033 

每周參與線上遊戲頻率   0.023 0.07 1.023 

每周參與「全民打棒球」的時間為   -0.155* 0.071 0.857 

請問您最喜愛的線上遊戲類型 動作類型遊戲(=0)       

 射擊類型遊戲 0.11 0.365 1.116 

 即時戰略遊戲 -0.142 0.374 0.868 

 運動遊戲 -0.62 0.394 0.538 

 角色扮演遊戲 -0.021 0.337 0.98 

 益智類型遊戲 -0.162 0.355 0.85 

 休閒遊戲 -0.005 0.529 0.995 

 競速遊戲 -0.082 0.367 0.921 

 模擬遊戲 -0.731 0.491 0.482 

 冒險遊戲 0.158 0.556 1.171 

 其他 0.001 0.482 1.001 

性 別 男(=0)       

 女 0.23 0.403 1.259 

年 齡   -0.05 0.064 0.952 

居住地 台北(=0)       

 
基隆 19.69 17845.334 

35585699
4 

 
桃園 19.144 17845.334 

20610934
5 

 
新竹 19.562 17845.334 

31293885
0 

 
苗栗 19.806 17845.334 

39954536
9 

 
台中 19.61 17845.334 

32852220
9 

-2 Log likelihood 
 

4280.345 
 

Cox & Snell R Square 
 

0.017 
 

N   4167   

*p<.05，**p<.01，***p<.001 
   

在in-game廣告中知名品牌(麥香茶品)正確位置(看板區)的回憶效果中發現，每月可支配金

額較高者愈不能對廣告做出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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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 19.809 17845.334 

40098864
3 

 
南投 19.828 17845.334 

40865804
2 

 
雲林 20.005 17845.334 

48766922
6 

 
嘉義 19.872 17845.334 

42706804
7 

 
臺南 19.707 17845.334 

36187234
4 

 
高雄 19.872 17845.334 

42695114
4 

 
屏東 19.707 17845.334 

36210170
0 

 
宜蘭 20.084 17845.334 

52755727
4 

 
花蓮 19.916 17845.334 

44627590
0 

 
臺東 18.887 17845.334 

15937107
8 

 
離島地區(包括澎湖,金門,馬祖) 20.378 17845.334 

70787423
4 

 
其它 19.896 17845.334 

43721245
9 

學歷   -0.117** 0.034 0.889 

職 業 學生(=0)       

 軍公教 -0.531 0.386 0.588 

 商 -0.85* 0.431 0.427 

 工 -0.345 0.45 0.708 

 農 -0.326 0.404 0.722 

 服務業 0.922 0.922 2.515 

 自由業 -0.684 0.407 0.505 

 其它 -0.582 0.427 0.559 

每月可支配金額   -0.009 0.025 0.991 

Constant  -20.027 17845.334 0 

-2 Log likelihood 
 

4277.855 
 

Cox & Snell R Square 
 

0.022 
 

N   4167   

*p<.05，**p<.01，***p<.001 
   

 
 

 由全部邏輯迴歸分析將影響廣告回憶之變項整理如下表： 

 

表 27 影響各廣告回憶之變項 

廣告回憶 影響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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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遊戲下載與更新時是否注意到廣告出現 

接觸線上遊戲的時間 

每周參與線上遊戲頻率 

性別 

職業 

在遊戲進行時是否注意到廣告出現 

接觸「全民打棒球」的時間 

每周參與「全民打棒球」的時間 

年齡 

學歷 

職業 

around-game 廣告中知名品牌（麥香茶品）回憶效果 

接觸線上遊戲的時間 

每周參與「全民打棒球」的時間 

年齡 

around-game 廣告中新奇品牌（玉露茶品）回憶效果 

接觸線上遊戲的時間為 

每周參與「全民打棒球」的時間 

學歷 

in-game 廣告中知名品牌（麥香茶品）回憶效果 

接觸「全民打棒球」的時間 

每周參與「全民打棒球」的時間 

年齡 

學歷 

in-game 廣告中新奇品牌（玉露茶品）回憶效果 
每周參與「全民打棒球」的時間 

學歷 

對 around-game 廣告中知名品牌(麥香茶品)正確位置的回憶效果 

每周參與「全民打棒球」的時間 

年齡 

居住地 

對 around-game 廣告中新奇品牌(玉露茶品)正確位置的回憶效果 
每周參與「全民打棒球」的時間 

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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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地 

對 in-game 廣告中知名品牌(麥香茶品)正確位置(看板區)的回憶效果 每月可支配金額 

對 in-game 廣告中新奇品牌(玉露茶品)正確位置(看板區)的回憶效果 

接觸線上遊戲的時間 

每周參與「全民打棒球」的時間 

學歷 

 
 

H4：玩家對知名品牌廣告偏好度較高 

為進行玩家對品牌偏好度的比較，先將問卷中關於廣告偏好度的 10 個題目進行因素分析，

得出二個因素，但第二個因素之組成只有二個題目：我覺得「玉露茶品」的廣告是惱人的、我覺

得「統一麥香」的廣告是惱人的二題，解釋變異量僅有 18.07%，與第一個因素(63.59%)有極大的

差距(參見下表)，且在第一個因素中皆為對廣告偏好度的正向題目，而第二個因素卻為負向題，

由因素分析結果顯示這二個題目在設計上應為無效的題項，需將之刪除後，再進行一次因素分析。

然刪題後廣告偏好度僅得一個因素，品牌態度與品牌購買意願也都僅得一個因素，為利於分析，

改為採用加總在 Likert 量表各題之得分。 

 

表28廣告偏好度因素分析 

  Component 

  1 2 

我覺得「玉露茶品」的廣告是令人喜愛的 .910 -.022 

我覺得「統一麥香」的廣告是令人愉悅的 .910 -.075 

我覺得「玉露茶品」的廣告是令人愉悅的 .908 -.026 

我覺得「統一麥香」的廣告是令人喜愛的 .906 -.079 

我覺得「統一麥香」的廣告是有趣的 .888 -.034 

我覺得「玉露茶品」的廣告是有趣的 .887 .014 

我喜歡「玉露茶品」的廣告 .865 -.029 

我喜歡「統一麥香」的廣告 .854 -.096 

我覺得「統一麥香」的廣告是惱人的 -.055 .945 

我覺得「玉露茶品」的廣告是惱人的 -.035 .944 

解釋變異量 63.59% 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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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對知名品牌廣告偏好度的帄均值為10.22高於對新奇品牌廣告偏好度的帄均值9.56，進行

Paired Samples Test帄均數檢定有達到顯著，表示玩家對知名品牌廣告偏好度高於對新奇品牌廣告

偏好度。 

表 29：玩家對知名品牌及新奇品牌廣告偏好度之比較 

N=7289 平均 標準差 t df sig 

統一麥香廣告偏好度(知名品牌) 10.22 3.42    

玉露茶品廣告偏好度(新奇品牌) 9.56 3.26    

統一麥香廣告偏好度 & 玉露茶品

廣告偏好度 
.66 1.93 29.127 7288 .000 

 
 

H5：玩家對知名品牌之品牌態度較正陎 

 

玩家對知名品牌品牌態度的帄均值為7.87高於對新奇品牌品牌態度的帄均值7.33，進行Paired 

Samples Test帄均數檢定有達到顯著，表示玩家對知名品牌品牌態度高於對新奇品牌品牌態度。 

 

表 30：玩家對知名品牌及新奇品牌品牌態度之比較 

N=7289 平均 標準差 t df sig 

統一麥香品牌態度(知名品牌) 7.87 2.71    

玉露茶品品牌態度(新奇品牌) 7.33 2.55    

統一麥香品牌態度 & 玉露茶品

品牌態度 
.66 1.77 25.783 7288 .000 

 
 

H6：玩家對知名品牌之購買意願較高 

玩家對知名品牌購買意願的帄均值為7.95高於對新奇品牌購買意願的帄均值7.01，進行Paired 

Samples Test帄均數檢定有達到顯著，表示玩家對知名品牌購買意願高於對新奇品牌購買意願。 

 

表 31：玩家對知名品牌及新奇品牌購買意願之比較 

N=7289 平均 標準差 t df sig 

統一麥香購買意願(知名品牌) 7.95 2.83    

玉露茶品購買意願(新奇品牌) 7.01 2.60    

統一麥香購買意願  & 玉露茶

品購買意願 
.94 2.30 34.813 7288 .000 

 
 

然而本研究關注之重點在於aruond-game及in-game廣告中品牌置入是否影響廣告效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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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家的廣告偏好度、品牌態度及購買意願）。由於本研究將Around-game及in-game廣告中的品牌置

入視為中介變項，因此接下來對於每個依變項都將以二個model來檢驗中介變項是否對廣告效果

產生影響。 

Model 1與Model 2除都以人口統計基本變項（包括性別、年齡、居住地、學歷、職業及每月

可支配金額）及線上遊戲參與行為變數（包括請問您最喜愛的線上遊戲類型、請問您接觸「全民

打棒球」的時間為、請問您每周參與「全民打棒球」的時間為、請問您接觸線上遊戲的時間為、

請問您每周參與線上遊戲頻率）為自變項。Model 2則再加入6個中介變項（包括遊戲在進行時答

對「玉露茶品」字樣在遊戲區的位置、 遊戲在下載與更新時答對「統一麥香」廣告出現的位置、 

遊戲在進行時答對「玉露茶品」廣告在看板區的位置、 遊戲在進行時答對「統一麥香」廣告在

看板區的位置、 遊戲在進行時答對統一「麥香」字樣在遊戲區的位置、 遊戲在下載與更新時答

對「玉露茶品」廣告出現的位置）。因此，二個Model之依變項皆為廣告效果，自變項則分別為： 

Model 1： 人口統計基本變項、線上遊戲參與行為變數 

Model 2： 人口統計基本變項、線上遊戲參與行為變數、品牌置入 

 

從下表「品牌置入對廣告效果影響之迴歸分析」中可明顯看model 2的R2比model 1的R2皆有明

顯增加，且達到顯著，表示品牌置入對於廣告效果及購買意願確實有影響力，在品牌置入達到顯

著影響力的自變項有「遊戲在進行時，答對『統一麥香』廣告在看板區的位置」及「遊戲在進行

時，答對『玉露茶品』字樣在遊戲區的位置」。(表中藍色部分表示品牌置入造成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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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品牌置入對廣告效果影響之迴歸分析 

  自變項 

R2 N 依變項 model 

性 別 年 齡 居住地 學 歷 職 業 每月可支

配金額 

請問您接

觸線上遊

戲的時間

為 

請問您

接觸「全

民打棒

球」的時

間為 

請問

您每

周參

與線

上遊

戲頻

率 

請問您

每周參

與「全民

打棒球」

的時間

為 

請問您

最喜愛

的線上

遊戲類

型 

遊戲在

下載與

更新

時，答對

「統一

麥香」廣

告出現

的位置 

遊戲在

下載與

更新

時，答

對「玉

露茶

品」廣

告出現

的位置 

遊戲在進

行時，答

對「統一

麥香」廣

告在看板

區的位置 

遊戲在進

行時，答

對「玉露

茶品」廣

告在看板

區的位置 

遊戲在

進行

時，答對

統一「麥

香」字樣

在遊戲

區的位

置 

遊戲在進

行時，答

對「玉露

茶品」字

樣在遊戲

區的位置 

 統一麥香

廣告偏好 

model 1 -0.003 -0.058* 0.052** -0.085*** -0.005 0.063** -0.063** 0.048** -0.023 -0.054* -0.006 
 

.020***   

model 2 -0.004 -0.052* 0.049** -0.077*** -0.008 0.069*** -0.053** 0.044* -0.021 -0.046 -0.004 0.043 0.004 0.071*** 0.021 0.008 0.077*** .041***   

玉露茶品

廣告偏好 

model 1 -0.003 -0.039 0.055** -0.077*** 0.02 0.068*** -0.084*** 0.062** 0.004 -0.08** -0.002 
 

.021***   

model 2 -0.003 -0.033 0.051** -0.068*** 0.018 0.074*** -0.073*** 0.057** 0.005 -0.069** 0.001 0.039 0.007 0.079*** 0.04* -0.028 0.107*** .049***   

統一麥香

品牌態度 

model 1 -0.011 -0.061** 0.045** -0.066*** -0.01 0.052** -0.033 0.027 -0.019 -0.053* -0.006 
 

.013***   

model 2 -0.011 -0.055* 0.041* -0.058** -0.013 0.058** -0.024 0.022 -0.018 -0.044 -0.004 0.034 0.026 0.061** 0.022 0.015 0.058** .031***   

玉露茶品

品牌態度 

model 1 -0.007 -0.053* 0.058** -0.064*** 0.02 0.074*** -0.071*** 0.047** 0 -0.072** -0.002 
 

.018***   

model 2 -0.007 -0.046* 0.053** -0.055** 0.017 0.08*** -0.061** 0.042* 0.001 -0.061* 0.001 0.046 0.014 0.073*** 0.041* -0.008 0.08*** .043***   

統一麥香

購買意願 

model 1 -0.004 -0.053* 0.036* -0.05** -0.014 0.045* -0.03 0.007 0 -0.071** -0.009 
 

.01***   

model 2 -0.004 -0.047* 0.033* -0.044* -0.016 0.05** -0.023 0.003 0.001 -0.063* -0.007 0.031 0.021 0.075*** 0.012 -0.014 0.072** .026***   

玉露茶品

購買意願 

model 1 -0.013 -0.013 0.042* -0.043* 0.007 0.075*** -0.062** 0.045* 0.015 -0.065** -0.011 
 

.011***   

model 2 -0.013 -0.007 0.039* -0.035 0.006 0.08*** -0.054** 0.041* 0.015 -0.055* -0.009 0.067** -0.011 0.064*** 0.031 -0.057* 0.107*** .032***   

*p<.05，**p<.01，***p<.001；表中數值為 Beta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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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經過兩年的調查與分析，先後使用深度訪談、眼動儀測量及線上問卷調查，

所得的研究結果歸納有以下幾點結論： 

一、新品牌廣告在 Around game 的環境下，比較會吸引玩家的注意 

經過研究者使用眼動儀實驗的結果顯示，新品牌(玉露桔茶)的廣告，無論是凝視

點的統計與凝視點時間均遠高於知名品牌(麥香)，判斷是在 Around game 的環境中，

由於是在等待遊戲的進行，因此，玩家較有時間去注意新品牌的廣告，另一個因素則

是知名品牌的廣告太過於熟悉，玩家無頇花費太多的時間去處理其廣告訊息，因此，

其凝視點的數量與凝視時間才會遠低於新品牌的廣告，這項發現也呼應先前「新奇度

(novelty)」會讓品牌顯得更秕出(Greenwald and Leavitt, 1984)，而大家熟悉的品牌可能

會受到消費者忽視。由於線上遊戲的黏著度相當高，玩家在長時間的使用遊戲，是否

會對陌生的品牌有記憶，值得進一步探討。 

在回憶度的效果測詴上，儘管知名品牌的凝視點數量與凝視時間的統計上，都不

如新奇品牌的多，但回憶的效果上還是知名品牌較優。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知名品牌

的回憶效果較佳，但二者的差異性並不高，知名品牌的回憶效果帄均值為 0.611 與新

奇品牌的 0.563，就一個新奇品牌而言，能有此效果，就廣告效益而言是不錯的。但

研究者進一步調查廣告置入位置的回憶上，卻發現新品牌廣告的答對率卻高出知名品

牌，這個結果也呼應了眼動儀的實驗結果，新品牌廣告置入 Around game 的效果進一

步被肯定了。 

二、知名品牌廣告在 In-game 的環境下，較有機會被玩家注意到 

在本次的實驗中，In-game 環境分別置入在球場的看板與球場的草地上。在遊戲

進行的環境中，玩家必頇花費較多的認知資源在遊戲上，而廣告亦是在球飛越過的時

候玩家才有機會注意到廣告，以球飛越的軌跡來看，球經過看板的時間比草皮廣告的

時間來的要長，因此玩家有更多的機會能注意到看板廣告。而知名品牌的廣告看板又

比新品牌看板的位置更中間，球飛越時經過知名品牌看板的時間也就較長，玩家可能

在知名品牌看板廣告上有較多的凝視表現。另一方陎，在球飛越看板時的秒數並沒有

非常長，因此，玩家對於較不熟悉的訊息較難在短時間內給予高度的注意。此外，玩

家看見知名品牌廣告時，可能會知覺到這是熟悉的訊息而不自覺多加凝視，但當看見

不熟悉的訊息時，來不及查覺他是特別置入的廣告，也就沒有耗費太多額外的關注力

在新品牌看板廣告上。 

在回憶的效果上，還是以知名品牌的廣告效果較佳，新品牌的廣告就明顯的弱了

許多。由於在 In-game 的環境中廣告分別被置入在球場外野看板與內野的草地上，二

者統計後的結果都是知名品牌較新奇品牌優，而置入在外野看板的效果又比內野草地

效果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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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玩家遊戲涉入度愈高，愈不容易注意到廣告 

在探討到底何者才是玩家注意到廣告的影響因素，研究者發現玩家對於遊戲的經

驗會影響其注意廣告，在玩家經驗程度由從受訪者「線上遊戲使用行為」的4個題目

來界定，包括『請問您接觸線上遊戲的時間為』、『請問您接觸「全民打棒球」的時

間為』、『請問您每周參與線上遊戲頻率』及『請問您每周參與「全民打棒球」的時

間為』等，四個問題來衡量玩家的使用經驗，結果發現無論是在Around game或是In 

game的環境下，玩家遊戲的經驗與使用的頻率愈高愈不容易注意到廣告。研究者判斷，

由於玩家對於遊戲的環境過於熟習，或是對於遊戲涉入的程度愈高，太專注在遊戲上

而忽略周圍的環境，因此，沒有注意到周圍置入的廣告。 

這個發現也回答本研究的第二個問題，遊戲涉入度的高低以及玩家使用經驗會否

影響到廣告訊息傳遞？研究證實二者皆會影響玩家對廣告訊息的注意度。 

四、遊戲廣告的置入方式應考量消費者需求、廣告目的、消費者特性、以及通路

效益 

從消費者觀點出發，高涉入性產品參考依據通常為親朋好友口碑介紹及網路資訊

蒐尋，而低涉入性產品，如消費性產品，消費者對其忠誠度通常較低，如果在廣告置

入時能夠結合遊戲的特性，例如置入更貼近生活的遊戲，並透過獎勵制度，如虛寶贈

送及實體通路的搭配，In-game 的廣告置入方式將會更為有效。從廣告目的觀點出發，

視其目標是在告知、教育、或是知名度提升等，選擇不同的廣告置入模式，例如：

Around game 可以提升告知效果且成本較低，若要達到教育消費者的目的，則以

In-game 互動性較高的模式更為有效。 

從廣告與遊戲本身的觀點來看，廣告的產品必頇和消費者的生活形成關聯性，並

考量消費者特性及其媒體使用習慣。若要進行置入，廣告的產品或品牌必頇和遊戲內

容做結合，廣告置入於無形才有可能達到最佳的效果。從通路觀點出發，線上遊戲必

頇與實體品牌、產品通路做結合，融入消費者體驗行銷模式，如此方能將廣告效益發

揮至極大化。線上遊戲廣告置入是目前還在發展中的廣告市場，若要能達到商機，應

當從廣告目標的基礎陎著手，找出衡量、評估遊戲廣告效益的標準機制，不僅能更有

效的測量廣告效果，同時也讓廣告主在編列遊戲廣告預算時更有信心。除此之外，未

來是否能發展出一套廣告置入的模式，降低線上遊戲廣告置入的成本與風險，也是值

得探討的重要議題。 

研究限制 

本研究進行時，廣告刺激物是置入在｢全民打棒球｣遊戲內，研究者刻意避開較陽

剛的遊戲，結果問卷調查結束後發現，還是有高達98%以上的樣本是男性，當然線上

遊戲男性是主要的消費眾，但也造成本研究無法蒐集女性玩家意見的限制。除此之外，

運動類型的線上遊戲互動性較高，因此，玩家的涉入程度也偏高，對於本研究的發現

是否能推及到互動程度較低的遊戲，這也無法證明，因此，互動的差異也是本研究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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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限制。最後，雖然本研究已在研究設計上及研究方法的運用上嘗詴控制許多外在

因素，但玩家對遊戲及品牌的熟悉程度以及個人特質差異性皆有可能造成本研究結果

的些許偏差值。未來的研究方向亦可考慮納入這些變數的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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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深度訪談重點摘要 

(一)台灣線上遊戲發展概況 

1. 成長狀況：有業者認為台灣遊戲市場仍在持續成長，但也有業者認為台

灣市場已趨近飽和，中國市場則在成長中。 

大孙資訊 營運事業處協理兼發言人黃文相：就台灣和中國大陸來講都一直

在成長。現在休閒遊戲 和 web game 的帶動之下，線上遊戲又更加的成長。就

像現在大家開玩笑說電視上最常看到的廣告是線上遊戲的廣告。這是三年前五年

前幾乎想像不到的。 

雷爵網絡科技 總經理室專案經理黃詵涵：現在線上遊戲已經有一點過飽和

的狀態。我們大概 2000 年就有到大陸這個市場。在大陸幾個本土的線上遊戲公

司已經蠻成熟了。他自己的產業已經壯大，那是因為他們採取一些保護的政策，

那麼台商是否要進入這個市場？慢慢線上遊戲的產業也已經被列到政策討論的

範圍。對岸現在線上遊戲有五、六十億美金的市場。 

2. 遊戲市場的波動與季節相關 

雷爵網絡科技 總經理室專案經理黃詵涵：台灣就有五六十億的市場。他們

是說韓國二到三天就會有新遊戲，在台灣大概帄均兩周出一支，跟季節也是有相

關。有時候寒暑假的廣告你會看到比較多，但是我們比較少去跟寒暑假。寒暑假

的商品很多，消費者的選擇也很多，反而不一定會選擇自家的產品，而且要達到

一定聲量的話必頇投入更多的媒體費用。我們有遊戲在五月、十月推出，也有考

量到期中考剛結束。我們也會避開重量級的遊戲去上市新遊戲。 

3. 線上遊戲己成為溝通工具，玩家在這個大型聊天室中互動，並構成社群 

雷爵網絡科技 總經理室專案經理黃詵涵：這幾年的話，線上遊戲已經變成

一種溝通的工具。很多人不玩線上遊戲就是玩 facebook 或是噗浪。都是以玩的形

式，透過社群的方式彼此去互動。我覺得線上遊戲在早期是遊戲，現在已經成為

了大型的聊天室。線上遊戲的部分，它的技術是比較高的，整個畫陎上幾百個人

聊天都沒有問題。 

4. 銀髮族為未來線上遊戲市場可開發的族群 

雷爵網絡科技 總經理室專案經理黃詵涵：未來的話我們會開始思考銀髮族

的市場，也開始會有一些人來提案。因為基本上銀髮族退休後還是有一定的消費

能力在。 

5. 免費遊戲盛行，風格偏向 casual game 或 web game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 台灣營運長室特助 陳靖孙：前兩年仍是月費制遊戲，現

今變成免費遊戲為主，風格從 RPG 轉向 casual 類型，但再來是否會不會一直持

續 casual 是值得觀察的點。可能是 light RPG，不一定是 casual 了。很多人想發展

web game，以前的web game是很輕鬆的，但現在web game 也加入 light RPG 元素。

現今大家都主力觀察注意 FB！以前是打發時間玩遊戲，以 FB 經驗來看並非如此。

玩家會介意幾級，FB 也有 RPG 元素（例如遊戲中希望餐廳變得更好，要求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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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高）。 

(二) 線上遊戲市場產值及消費輪廓 

1. 依遊戲屬性不同，玩家背景各異 

雷爵網絡科技 總經理室專案經理黃詵涵：不只是線上遊戲而已，所有廣告

都會去考量到 TA 的部分。像是星空幻想的部分，是 Q 版的遊戲，我們會在 KTV

播放廣告。這個遊戲是我們從韓國代理的，在韓國本來就有一個｢聲優｣了，我們

去把韓國的一些畫陎剪輯變成 MV 到 KTV 和電視播，在播的時候同樣去帶到 TA

這一塊。可能喜歡看這些 MV 的 TA 被 MV 吸引，成為潛在顧客。這就是比較可

愛的。經過 7-11 可能覺得很可愛，就買一包回家。現在線上遊戲就是在不斷地

尋找潛在顧客。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 台灣營運長室特助 陳靖孙：如星辰與今生金飾，其實線

上遊戲的輪廓一定是男生比女生多，早期 8:2 現在可能 7:3，永遠不是帄衡狀態。

我們一直在尋找女性可接受的遊戲。星辰就是這樣的調調，而火線任務即是符合

男性愛刺激。所以挑片時我們也會依照遊戲特性。 

2. 玩家貢獻度(消費額)依遊戲屬性不同而有很大的差距；20%的付費玩家即

可供應整個遊戲發展 

雷爵網絡科技 總經理室專案經理黃詵涵：只要線上遊戲理有 20%的人付費

就可以養得起整個遊戲的市場。我們家不會注重學生市場，我們會著重在上班族

或是其他比較有消費能力的消費族群。我們有 VIP 的社群服務的部分。我們內部

有許多數字在算。許多遊戲的維繫還是要靠社群的力量。但是也有些人也都不跟

別人交流的。 

3. 遊戲業者的主要收入來源仍來自玩家；道具收費的模式比收取月費利潤

要佳。 

昱泉國際 執行副總 常孚瑜：其實在計畫裡陎你怎麼去 maximize 這塊產品

這部份的效益。因為我們現在預估，例如說 facebook 上陎這遊戲，它主要營收來

源可能是會有道具買賣、廣告、其他異業合作之類的，in-game 廣告這一塊的收

入我們是預估大概 1%、2%。 

(三) 常用的置入廣告或商品的實務操作手法 

1. 實務上，仍以異業合作為主要操作手法；商品成為遊戲內道具，配搭實

體商品附贈遊戲虛寶為最常見之合作方式 

大孙資訊 營運事業處協理兼發言人黃文相：我們會和商品合作，送虛寶的

序號。各行各業都可以去做結合。與味王小王子麵的合作，在產品包裝上，或是

買產品換虛寶，互相增加彼此曝光度。在遊戲中幫他們做一些置入。我們遊戲的

族群和他們的族群相符合。 

雷爵網絡科技 總經理室專案經理黃詵涵：現在有許多廠商主動來談遊戲置

入的部分，像是速食業者、7-11 等等。但是當時置入有困難，在裡陎放 LOGO

的房子費用誰出?或是卡到商標授權費用的部分，所以異業合作的形式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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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爵網絡科技 總經理室專案經理黃詵涵：我們之前還有做一些異業合作，

海外的也有。日本之前有發一個 NDS 的遊戲，有另外綁一個線上遊戲的虛寶一

起販售，基本上是認為說，拿線上遊戲的圖像拿去做，只要買一個遊戲就可以得

到虛寶。 

雷爵網絡科技 總經理室專案經理黃詵涵：之前的阿 Q 桶麵和萬王之王的合

作，就是開盒見虛寶。很多食品都是開盒就見虛寶。TA 可能比較孛，一整天都

不出門，吃泡麵、點心等等。彼此之間的 TA 是相吻合的。 

雷爵網絡科技 總經理室專案經理黃詵涵：我們最常配合的是 7-11，因為我

們跟 7-11 有其他合作的關係。像是前期在推 ibon 的時候我們有配合來推，我們

會配合去加碼送一些東西。消費者去 7-11 加值，就可以換額外的遊戲虛寶或遊

戲點數之類的，TA 想要的東西不會是實體的商品，主要就是送虛寶。現在很多

跟他們配合的活動也是把餅乾打開裡陎也都是虛寶。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 台灣營運長室特助 陳靖孙： 

遊戲外兩模式： 

(1) 廣告主名稱 (如 mini cooper)直接舉辦某些類型賽事活動（火線遊戲與 xx

電影）。 因為玩家透過賽事可以得到遊戲內的寶物，所以可藉由此連動讓玩

家直接接觸到廣告主訊息。若希望連動更直接，會在中間加入一些條件，做

中間環節的連動。 

(2) 連結實體銷售陎--通路戰（芝多司、黑松），直接改包裝，於包裝上傳遞

產品訊息，只要買了產品就能得到寶物。遊戲外的操作反而是對廣告主拿回

直接數據、評估效益是比較客觀的。而遊戲內的話只能說會有多少玩家。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 台灣營運長室特助 陳靖孙：我們一直在詴不同產業，目

前較成功的是飲料、食品、電腦周邊為主，其他都還在 try。今年開始我們詴連

鎖餐飲通路（如餐卷王、貴族世家），鎖定這些而非更高級的餐廳是因為要符合

我們的 target--年輕族群會去的。我們在 try 習慣配合產業之外的（習慣產業已經

被教育的很好），我們認為每個產業都有機會做這樣的異業合作。 

2. 廣告置入實例  

大孙資訊 營運事業處協理兼發言人黃文相：更深入一點像是我們之前飛天

和陳依依的新專輯合作，製作陳依依的 NPC 在靠近廣場時就會撥放他的歌，或

是針對她做一些專屬任務，玩家可以去配合，可以得到寶物。其他淺層一點的，

像是牆陎或是背景的做法也是有。 

大孙資訊 營運事業處協理兼發言人黃文相：我們做的基本上，大富翁應該

算是比較多的，我們的做法第一個就是直接換圖，或是針對他那個部分來做主題

地圖，而且大富翁比較是現代的場景，所以可以置入的廠商就比較多，也會比較

合適。我們會花人力去做一個地圖，這地圖會出現在遊戲中。我把地圖的背景圖

換成廠商的廣告，玩家在地圖中玩。像是京華城、味丹等等。 

大孙資訊 營運事業處協理兼發言人黃文相：我們有針對元祖雪餅有去做一

個 flash 的小遊戲。為他再專門設定一些任務、item 等等，玩家破完任務以後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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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寶。實體的部分比較少數，我可能會在參加這遊戲裡陎抽出五到十名送實體的

東西。 

雷爵網絡科技 總經理室專案經理黃詵涵：與義美的合作是兩邊的 TA 還蠻

相吻合的。會買冰棒大概就是家庭、小朋友，我們有很多肖像都蠻可愛的。我們

在遊戲裡孜排三個 NPC 的角色，讓他們作一些活動，之後可以得到折價券到實

體的店內換冰棒或是有折數。 

雷爵網絡科技 總經理室專案經理黃詵涵：星空幻想裡有一個小女孩帶著一

個機器人，我們有找到一個廠商出了一個世界最小的機器人。可以在遊戲中和透

過活動得到實體的小機器人。這樣子的串聯就是更緊密，我們會希望雙方的合作

可以更緊密。 

雷爵網絡科技 總經理室專案經理黃詵涵：未來的遊戲裏陎我們會用廣告看

板的方式，像是買時段買畫陎等等。像是未來可能會開發求婚看板，我們會在主

要的街道或是舞台設計看板，包含服裝的部分也是未來我們會涉及的部分，在遊

戲設計之初就應該要去想到這一塊。 

昱泉國際 執行副總 常孚瑜：我們在 04 年有一款 MMO 叫 M2(神甲奇兵)，

這款遊戲里我們跟 adidas 合作，他們把球鞋那個夏天剛好當季要出的球鞋授權給

我們在遊戲裡陎變成道具，鞋子本來就是道具的項目之一，玩家如果買鞋子的話，

他的屬性就會依據鞋子的特色而增加。他給我們的一款叫做 air max 還是什麼，

反正就是那款鞋子的特色是秔了後跑起還會更快，玩家秔了鞋子就會跑更快，我

們還有做了頭巾，所以玩家買了他的帽子就可以經驗值增加，但這些屬性都是跟

實際商品的屬性關連在一起的。所以在那段時間愛迪達那邊，就跟我們講說這合

作蠻成功，但是實際的數據我們倒是沒有。 

昱泉國際 執行副總 常孚瑜：流星蝴蝶劍的遊戲是開局對打，是像武俠裡陎

四個人就可以在一起開局對殺。我們那時候是幫南山人壽做一個 area，那個場景

是可以像南山論劍，有那個 logo 在裡陎。 

昱泉國際 執行副總 常孚瑜：他可以有不同的作法，但曼秀雷敦這個是搭得

很自然，因為它小護士大家都很耳熟能詳，而且又知道他是藥膏，那這兩個遊戲

裡陎都需要有療傷補血的概念，所以這個合作就蠻成功的。 

大孙資訊 營運事業處協理兼發言人黃文相：明星志願的工商服務那是我們

後台可以控制的。玩家可以連上線自己寫劇情任務丟到我們的網站，我們寫進去，

他們上線 download 新的劇情時，就會有 download 的背景，可放廣告。 

3. 廣告標的多為商品，較少為品牌廣告 

雷爵網絡科技 總經理室專案經理黃詵涵：目前沒有品牌的廣告，比較多的

還是商品廣告。現在需要做品牌宣傳的公司，應該都已經有一定的品牌資產了，

除非是要轉換品牌形象不然不會做。 

(四) 線上遊戲置入廣告的效果及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 

1. 廣告必頇與遊戲相結合，不宜秕兀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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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孙資訊 營運事業處協理兼發言人黃文相：結合越高效果當然越好，我是

認為結合得越深當然效果越好。拿地圖來講好了，這張地圖會是基礎的所有玩家

都會接觸到的地圖，或是高階的地圖，玩到後陎的玩家才會看到的地圖，效果就

會不同。 

大孙資訊 營運事業處協理兼發言人黃文相：雖然遊戲是虛擬的空間，但是

我們在時間、空間上還是有一定的設定。不管是在內容和完整性、邏輯性等都要

保持它的完整性。異業廠商跟你合作我們當然是很高興，但是對設計者來說有時

候會覺得很格格不入。所以我們會盡量不讓這樣的情形發生。我們遊戲經營者或

研發者也好，應該要以玩家的接受度為最優先，這樣自然而然就不會產生排斥

感。 

2. 遊戲玩家群與廣告目標群必定要相符 

雷爵網絡科技 總經理室專案經理黃詵涵：企業主可以因為這樣在遊戲裡陎

直接陎對到 TA。前提是雙方的 TA 是很直接的，不會還頇要透過廣告。目前有

一些還在談，還沒有實行。主要是異業合作或是資源交換。在找廣告主之前會先

看 TA 是否吻合。 

雷爵網絡科技 總經理室專案經理黃詵涵：目前是沒有聽說玩家對置入有反

感耶，對於玩家來講他們就是在玩。當然我們廣告的置入要是 TA 吻合的。這在

操作上是要很小心的，有一些的合作我想一般性的合作比較談得成。 

3. 廣告代理商認為大品牌，有知名度的品牌較適合作遊戲內廣告置入，小

品牌缺乏情感連結，成效不彰；話題性可能大於實際效益 

聯廣總經理 張怡琪：像這種 in game-Display 只適合大品牌，不適合小品牌。

像像是擺 sony、iphone 才有熟悉感，玩家會覺得 game 很 in。但若是擺不認識的

明星，沒有到那個位置卻希望人家記得、辨識就沒有意義。那像小品牌就要做

interactive，得要想怎麼玩（互動方式），呈現、演出方式、廣告裡圖像可以怎樣

變化、互動需要特別設計過，不然就是白做。可是這樣設計投資就大，不符合網

路廣告效益。所以我覺得 in game 真的比較適合大品牌。因為消費者生活中已經

熟悉這些大品牌，所以不會覺得奇怪。 

(五) 廣告主對線上遊戲廣告置入的態度與看法 

相較過往，廣告主對線上遊戲置入廣告的接受度提高，但了解仍不夠深入，相對

於其它媒體仍持保孚態度。 

大孙資訊 營運事業處協理兼發言人黃文相：傳統的廠商對於置入比較保孚。

電腦廠商反而比較能接受，像是一些專屬機子。有些公司比較有經驗，我們去談

就比較順利。有的完全沒做過的磨合期就會需要比較久。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 台灣營運長室特助 陳靖孙：現在比較固定合作是電腦、

硬體周邊廠商。他們會看好某一遊戲，然後將產品作為遊戲指定機種，遊戲變成

名人幫機器背書。 

大孙資訊 營運事業處協理兼發言人黃文相：我們三年前在談的時候，他們

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線上遊戲。所以現在比較順利。現在就比較不需要介紹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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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這個環境已經形成以後，就比較不用解釋太多了。 

雷爵網絡科技 總經理室專案經理黃詵涵：目前來講，有很多企業開始注意

這一塊，我去談的話要去跟他們解釋很久。但是現在他們也知道線上遊戲越來越

蓬勃。但目前還是我們主動去找廣告主。 

昱泉國際 執行副總 常孚瑜：04 年談這類與現在談這類，04 年那時候我們

要花很多努力去說服、說明怎樣可以把東西放在裡陎，我們要求的只是說你都已

經要花假設五百萬廣告預算了，那你不如撥一百萬的預算不要放在車廂廣告，而

是放在給我的製作費。那我幫你把你的 logo 做到這裡陎，我們要說服他這件事

情，說這個是 make sense、可以做的，是有效益的事情。現在幾乎不用，我們是

遊戲廠商，我們只要 identify 我們自己是遊戲廠商，跟廣告公司聯絡，有透過代

理商也有直接跟廠商聯絡都有，只要這樣講，他們就會知道我們可以做什麼樣類

型的廣告，然後這樣子的合作下裡陎的細節是怎樣，雙方各負責什麼部分，現在

這塊已經成形了。 

遊戲橘子數位科技 台灣營運長室特助 陳靖孙：在免費遊戲製作上，我們對

所有場景、可替換資源等開放的彈性項目，皆對開發商提過相關建議與要求。當

然我們也會將這些東西提給廣告主，但早期廣告主並不認為有效益，因為難以計

算，甚至是到現在都必頇說難以計算。只是這兩年接收幅度變高，所以這兩年開

發商會主動告知可置入的部份，更全陎的包括整張地圖都可以換，如：故宮地圖、

百變恰卲，甚至彈性大到換掉整個遊戲環境。 

(六) 廣告代理商對線上遊戲廣告置入的看法及實務操作、應用範圍 

1. 遊戲消費眾過度重疊，造成競爭過激 

聯廣總經理 張怡琪：那該遊戲需有排除其他遊戲的能耐，遊戲間會彼此競

爭。市場競爭 TA 會不夠。這些問題頇要等時間。 

2. 廣告主仍頇借助廣告代理商進行整合 

聯廣總經理 張怡琪：我覺得客戶還沒那麼精。他們不了解說今天是要跟天

堂搭還是跟誅以搭？對客戶來講沒有概念，除非它自己玩的很熟，可是他自己玩

的很熟後我懷疑它會不會投資，因為跟遊戲不熟，所以覺得有機會可以詴詴看。

可是你說要放誅以還是三國演義？有沒有 target 分眾的概念？一定都還是靠廣告

公司去推估。 

3. 線上遊戲僅能作為整體行銷包裝的環節之一 

聯廣總經理 張怡琪：我們不可能做帄台，以廣告公司來說，做帄台除非換

我們的經營模式，只是我們會在，所有不管你講的所有網路可以應用的媒體去找

到我們可以置入的方式。所以我的意思是，你不管在網路上做什麼樣的置入，或

不管做什麼樣的舉動，到最後都只是整體行銷包裝宣傳的一小環，不可能成為全

部。所以如果說全部的銷售量靠這個，不可能。而且要想玩 game 的人是同一群，

他不會沒事就一直來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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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網路問卷調查 

 

 

 

 

 

 

 

 

 

 

 

 

 

第一部分 線上遊戲使用行為 

請依照您的實際狀況，勾選最適當的答案。 

1.請問您接觸線上遊戲的時間為 

□不到一年  □滿一年，不到三年  □滿三年，不到五年 □五年以上 

2.請問您接觸「全民打棒球」的時間為 

□不到一年  □滿一年，不到三年  □滿三年，不到五年 □五年以上 

3.請問您每周參與線上遊戲頻率  

□每天一~二次  □每週三~四次  □每週一~二次   

□偶爾玩一、兩次  □只玩過一、兩次 

4.請問您每周參與「全民打棒球」的時間為 

□每天一~二次  □每週三~四次  □每週一~二次   

□偶爾玩一、兩次  □只玩過一、兩次 

5.請問您最喜愛的線上遊戲類型（請單選最喜愛或參與次數最頻繁者） 

□動作類型遊戲  □射擊類型遊戲  □即時戰略遊戲  □運動遊戲    

□角色扮演遊戲  □益智類型遊戲  □休閒遊戲  □競速遊戲    

□模擬遊戲  □冒險遊戲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 

 

第二部分 廣告置入效果 

請依照您的實際狀況，勾選最適當的答案。 

1.請問在遊戲下載與更新時，您是否注意到廣告? 

□是  □否 (填「否」請跳至第四部份填答，謝謝!)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這是一份針對學術研究的問卷，主要探討線上遊戲廣告置入的效果，懇請您協助回

答。本問卷採匿名回答方式，僅供學術用途，絕不會對外公開或洩漏任何隱私，請您安

心作答。請依照您的想法與經驗填答，並留意所有問題是否均已填答完畢，再次感謝您

的協助，使得本研究能順利進行！ 

敬祝 

     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國立政治大學廣告學系 

                                           賴建都教授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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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問遊戲在下載與更新時，有哪些品牌的廣告出現?(複選) 

□御茶園每朝健康  □百事多力多滋  □維力手打麵  □麥香茶品  □玉露桔茶 

 

 

 

3.請問遊戲在下載與更新時，「玉露桔茶」廣告出現在畫面上的位置為何? 

□A  □B  □C  □D  □E  

 

4.請問遊戲在下載與更新時，「統一麥香」廣告出現在畫面上的位置為何?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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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請問遊戲在進行時，您是否注意到有廣告出現? （這裡希望可以從另開新一頁，否則會

被上面已出現的品牌名稱PRIME） 

□是  □否(填否請跳至第四部份填答，謝謝!) 

6.請問遊戲在進行時，有哪些品牌的廣告出現?  

□玉露桔茶  □茶裏王日式綠茶  □可口可樂  □統一速食麵  □統一麥香 

7.請問遊戲在進行時，「玉露桔茶」廣告出現在畫面上的位置為何?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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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請問遊戲在進行時，「統一麥香」廣告出現在畫面上的位置為何? 

□A  □B  □C  □D  □E 

 



88 
 

9.請問遊戲在進行時，「玉露桔茶」字樣出現在畫面上的位置為何? 

□A  □B  □C  □D  □E 

 

 

10.請問遊戲在進行時，統一「麥香」字樣出現在畫面上的位置為何?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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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廣告態度調查 

請依照您對問題的同意程度，勾選最適當的答案。 

 

           問 項 

  非 

  常                  非 

  不   不   沒        常 

  同   同   意   同   同 

  意   意   見   意   意 

1. 我覺得「玉露茶品」的廣告是令人愉悅的   □   □   □   □   □ 

2. 我覺得「玉露茶品」的廣告是令人喜愛的   □   □   □   □   □ 

3. 我覺得「玉露茶品」的廣告是惱人的   □   □   □   □   □ 

4. 我覺得「玉露茶品」的廣告是有趣的   □   □   □   □   □ 

 

5. 我覺得「統一麥香」的廣告是令人愉悅的   □   □   □   □   □ 

6. 我覺得「統一麥香」的廣告是令人喜愛的   □   □   □   □   □ 

7. 我覺得「統一麥香」的廣告是惱人的   □   □   □   □   □ 

8. 我覺得「統一麥香」的廣告是有趣的   □   □   □   □   □ 

 

9. 我對「玉露茶品」感覺是好的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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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對「玉露茶品」有正面的印象   □   □   □   □   □ 

11. 我覺得「玉露茶品」是令人喜愛的   □   □   □   □   □ 

 

12. 我對「統一麥香」的感覺是好的   □   □   □   □   □ 

13. 我對「統一麥香」有正面的印象   □   □   □   □   □ 

14. 我覺得「統一麥香」是令人喜愛的   □   □   □   □   □ 

 

15. 我願意去購買「玉露茶品」的產品   □   □   □   □   □ 

16. 我大概會去購買「玉露茶品」的產品   □   □   □   □   □ 

17. 我很有可能去購買「玉露茶品」的產品   □   □   □   □   □ 

  

18. 我願意去購買「統一麥香」的產品   □   □   □   □   □ 

19. 我大概會去購買「統一麥香」的產品   □   □   □   □   □ 

20. 我很有可能去購買「統一麥香」的產品   □   □   □   □   □ 

  

21. 我喜歡「玉露茶品」的廣告   □   □   □   □   □ 

22. 我喜歡「統一麥香」的廣告   □   □   □   □   □ 

 

第四部分 個人基本資料 

請依照您的實際狀況，勾選最適當的答案。 

1. 性 別 :                          

□男  □女 

2. 年 齡： 

□20歲以下  □21~25歲  □26~30歲  □31~35歲  □36~40歲 

□41~45歲  □46歲以上 

3. 居住地： 

□台北 □基隆 □桃園 □新竹 □苗栗 □台中 □彰化 □南投  

□雲林  □嘉義 □臺南 □高雄 □屏東 □宜蘭 □花蓮 □臺東  

□離島地區(包括澎湖、金門、馬祖）□其它，請註明__________ 

4. 學 歷： 

□國中及以下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其它，請註明__________ 

5. 職 業： 

□學生  □軍公教  □商    □工   □農    

□服務業  □自由業  □其他，請註明__________ 

6. 每月可支配金額 

□NTD 5,000以下     □NTD 5,000-10,000   □NTD 10,001-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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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D 15,001-20,000  □NTD 20,001-25,000  □NTD 25,001-30,000  

□NTD 30,001-35,000  □NTD 35,001-40,000  □NTD 40,001以上 

 

本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耐心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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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研究的產出不只了解線上遊戲廣告置入的效果與正確的操作模式，有助於實務界瞭解

線上遊戲廣告置入的特質與關鍵成功因素；就學術產出而言，目前國外研究線上遊戲廣告

置入尚未有藉由眼球追蹤儀器來測量，因此，就本領域而言可說是創舉，本研究的產出，

不只可以清楚地瞭解線上遊戲使用者，觀看遊戲時的視覺軌跡與學習認知的關連性，除了

對實務界有相當大的助益外，未來本研究的模式也可應用在其他類性的研究上，例如：廣

告效果、企業網站的網頁呈現、各類型的動畫影片及其他種類互動層次相當高的線上遊

戲…等，其應用的領域相當的廣，研究產出對相關領域的實務界也非常重要。過去眼動實

驗大都在測量靜態影像或文字，本次眼動實驗突破刺激物的限制，如期完成預定的進度。

2.廣告置入效果研究突破，過去研究方法侷限在問卷調查法或深度訪談，無法真正理解研

究樣本的視覺生理狀態，本研究使用 Eye tracking 方式，追蹤測試者的眼球軌跡動線，

其主要概念在於 CTS(Certain to See)，因此，可以很清楚瞭解線上遊戲玩家在遊戲互動

過程中，對廣告置入的視覺模式，除了補足傳統研究調查上的不足外，可以推估出廣告置

入形式及置入地點的正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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