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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廣告一直是企業與目標消費者的行銷溝通工具，廣告的模式也不斷推陳出新，
「強力關鍵
字」廣告源自於「整合行銷溝通」的創意應用，然而「強力關鍵字」廣告是否能夠獲得目標
消費者的青睞，是企業制定廣告決策時所需解決的重要的課題。本研究採用 2X2X2 實驗設
計，以「崑山科技大學」的學生為實驗對象，利用結構化封閉式的問卷進行資料蒐集，結果
顯示在廣告態度及品牌態度上強力關鍵字則明顯優於一般電視廣告，產品涉入程度對於廣告
態度及品牌態度有直接及干擾效果；而品牌知名度對於廣告態度及品牌態度則僅有直接的影
響而無干擾效果的存在。
關鍵字：廣告態度、品牌態度、廣告回憶度、產品涉入、品牌知名度

另一條與消費者溝通的管道，讓企業主與消
費者之間可以產生雙向的互動關係，不再只
是單向給予訊息以及接收訊息的被動關係，
網路關鍵字廣告儼然成為搜尋網站的金雞
母。根據台北市網際網路廣告暨媒體經營協
會(IAMA)的調查，2009年網路廣告市場為
69.8 億 ， 在 一 片 景 氣 低 迷 的 情 況 下 仍 有
16.95%的成長幅度，並且預估2010年網路廣
告市場將達78.8億，而關鍵字廣告將達27.64
億。此外由Yahoo!奇摩關鍵字廣告委託104人
力銀行針對全台企業主進行「2008年度企業
行銷大調查」的結果顯示，85%的受訪企業
認為網路廣告是必備的行銷工具，而過半數
(55%)企業主的客戶都是透過網路獲得公司
的資訊；近6成(56.42%)的企業曾在2007年投
入網路行銷，其中使用過關鍵字廣告更高達
62%，而受訪企業認為關鍵字廣告投資報酬
率亦是所有網路行銷工具的冠軍，高達
37.62%。雖然，關鍵字廣告讓企業主在網路
上可以免費曝光搶得先機，但企業主卻必須
面對高達62%的使用者只會看搜尋結果的第
一頁，且越來越多消費者認為在搜尋引擎結
果的前幾名是該產業的領導品牌，如何增加
關鍵字點擊率成為企業主所需面對的重要課
題。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廣告一直是企業與目標消費者的行銷溝
通工具，企業希望透過設計安排的廣告訊
息，影響、改變消費者對其產品或品牌的認
知與態度，進而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決策。因
此，廣告是促使消費者採取行動的催化劑，
也是一種說服溝通的過程，所以廣告要有
效，首先需要得到消費者的注意、了解和接
受，才能改變消費者的舊有態度與立場。在
過去，企業利用各式各樣的媒體來跟消費者
進行溝通，常利用的媒體如電視、報紙、雜
誌和廣播等，消費者被動的接收訊息，是一
對多的方式所進行的傳統大眾傳播溝通模
式，而且消費者和企業之間並沒有互動。傳
統的媒體無法對這些消費者做一區隔，更無
法對個別的消費者做一描繪(姜佩德，2002)，
傳統的電視廣告在許多因素的影響下，對目
標觀眾的溝通效果已日漸薄弱，對消費者的
影響明顯下降(劉家榮，2004)，Nielsen的調
查發現2009年五大媒體市場規模較2008年下
滑7%，已降至400億元以下，這些傳統傳遞
訊息的方法威力大減，許多企業甚至斷言，
電視廣告無法帶來利潤，已開始漸漸失去了
他們直接與目標消費者溝通的效能(Bogart
and Lehman, 1983；Avery and Ferraro, 2000；
陳碩珮，2007)。

在面對電視廣告溝通效果下降與關鍵字
廣告的窘境，
「強力關鍵字廣告」的手法油然

網際網路興起後，網路廣告提供企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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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廣告還是一般電視廣告對消費者會有較好
的廣告效果，較能引起消費者的興趣、進而
產生購買的慾望。本研究將透過實驗設計的
方式，比較相同產品採用強力關鍵字廣告與
一般廣告其廣告效果的差異，並討論不同產
品涉入程度與不同品牌知名度對廣告效果所
造成干擾效果。亟能提供予企業在面臨在飽
和及分散的廣告環境下，制定廣告策略之參
考。

而生，
「強力關鍵字廣告」源自於「整合行銷
溝通」的創意應用，是結合至少兩種行銷溝
通工具所衍生出的新型態廣告，這種行銷概
念的表現方式將一個行銷人員最想溝通的主
要訊息，濃縮成一個精簡、容易記憶和理解
的概念，再把這個概念設計成一組關鍵字，
而且關鍵字必須要容易記憶，但也要避免讓
消費者去聯想到其他的品牌，利用傳統傳播
媒體強調特定關鍵字，提高對產品、服務、
或品牌相關的知曉與記憶程度，讓消費者產
生興趣或對產品有需求時，可以進一步上網
至廠商所建置的網站快速搜尋並閱讀相關訊
息。在台灣，2007年10月份已有超過40檔電
視廣告置入強力關鍵字連結，造成一股整合
行銷風潮，無形之中擴大了廣告效益，不到
五個字的密碼，成為搜尋網路引擎廠商與廣
告業者眼中的大商機(曠文琪，2007)。雖然強
力關鍵字廣告是當前在日本與台灣最受到重
視的行銷工具之ㄧ，但是在西方國家卻不曾
出現這一種行銷模式，過去的文獻寥寥無
幾，在廣告效果的研究中雖然有關於網路廣
告中衡量消費者的認知和網路與服務的使用
情況(Menon and Soman, 2002)、標題廣告的
廣告效果(Bayles, 2002)、廣告態度(戴軒廷、
馬恆和張紹勳，2004)或者針對網路關鍵字廣
告效果(林曉貞，2007)，但未觸及結合電視媒
體、關鍵字搜尋及關鍵字置入廣告的『強力
關鍵字』廣告的廣告效果。當企業利用廣告
與消費者進行溝通後，需要檢視其廣告效果
是否與當初所訂之目標一致，廣告效果的衡
量對於廣告主和廣告業者而言十分重要，如
果能夠瞭解廣告的效果，將對廣告案的規劃
和預算的控制將會十分有幫助。

因此，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1.比較強力關鍵字廣告與一般電視廣告
的廣告效果。
2.探討消費者產品涉入程度對強力關鍵
字廣告與一般電視廣告的廣告效果的
干擾。
3.探討不同的品牌知名度對強力關鍵字
廣告與一般電視廣告的廣告效果的干
擾。
4.將驗證的結果提供給廣告主在考慮消
費者產品涉入程度與不同品牌知名度
下，應選擇何種廣告溝通工具會有較
佳的廣告效果的參考依據。

二、文獻探討
2-1 強力關鍵字廣告
廣 告 一 詞 譯 自 英 文 的 Advertising 或
Advertisement ， 是 拉 丁 字 Adverture 轉 變 而
來，其意義為Making Known，亦即廣而告
知，使眾人周知共曉之意。而電視的商業廣
告是屬於廣告的主要工具之ㄧ，主要目的在
於改變消費者心中原有對某商品、品牌的地
位、態度及偏好等。由於一般電視廣告兼具
視聽效果，又能傳達活動畫面，且涵蓋範圍
廣、擁有時效性的優越功能，在有線電視出
現之前是產品行銷的極佳工具。國內外學者
曾對一般電視廣告態度的實證研究多所著墨
(Alwitt & Prabhalar, 1992；Crane, 1991)，但是
琳瑯滿目的電視廣告，讓消費者逐漸厭倦電
視廣告而產生跳過廣告的行為，對目標觀眾
的溝通效果已日漸薄弱，對消費者的影響明
顯下降(劉家榮，2004)，一般電視廣告的廣告
效果是必須被重新檢視的。

此外，Petty and Cacioppo(1981)的研究指
出，高涉入程度能增加消費者對傳播內容的
思考；在高涉入程度下，消費者對訊息注意
度與思考度均較高。尤其是現在網路發達，
許多產品常在網路討論區引起很多的迴響
(蔡季綾，2005)，當產品的涉入度高，對品牌
的回憶度也會提高(姚志隆，2004)。最後，品
牌知名度和閱聽人對於廣告的認同感，也會
影 響 廣 告 的 效 果 (Gupta and Lord, 1998;
Gould, Gupta and Grabner,2000; Karrh,
1998)，因此，引發本研究欲了解不同產品涉
入程度與品牌知名度下，應該採用強力關鍵

廣告的種類日新月異層出不窮，舉不勝
舉。分類的標準也很多。每一則廣告皆有其
想要達成之目的，隨著現在的網際網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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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益普及，顛覆了保守有限的溝通模式，使
得傳統廣告市場的魅力不再，消費者對網路
的依賴逐漸加深，
「強力關鍵字廣告」源自於
「整合行銷溝通」的創意應用，是結合至少
兩種行銷溝通工具所衍生出的新型態廣告。
這種行銷概念的表現方式將一個行銷人員最
想溝通的主要訊息，濃縮成一個精簡、容易
記憶和理解的概念，再把這個概念設計成容
易記憶、避免與其他品牌聯想的一組關鍵
字，再經由媒體曝光這組關鍵字後，讓目標
消費者提高對產品、服務、或品牌相關的知
曉與記憶程度，使目標消費者可以主動地上
網搜尋相關資訊，因此，不論是在電視、平
面、戶外廣告，都少不了一小行「網路搜尋
列」的出現，這類關鍵字的特點，除了簡單
好記、琅琅上口，又符合行銷訴求、產品特
色以外，最重要的是，它簡化了複雜的行銷
訊息。針對消費者在短時間內無法記憶太多
的訊息而提出個重點讓他們記憶，是目前網
路行銷中最夯的行銷手法(曠文琪，2007)，而
為了與「關鍵字廣告」有所區隔將其命名為
「強力關鍵字」
。雖然強力關鍵字廣告是當前
在日本與台灣最受到重視的行銷工具之ㄧ，
但是在西方國家卻不曾出現這一種行銷模
式，過去的文獻寥寥無幾，對此新興廣告手
法國內尚未有研究者深入探討這類關鍵字廣
告的廣告效果。因此，為了在實驗設計時能
達到比較的效果，本研究將廣告類型區分為
「一般電視廣告」與「強力關鍵字廣告」兩
類以進行廣告效果的衡量與比較。

內心，進而產生搜尋意圖。因此僅由溝通的
角度以廣告回憶度、廣告態度及品牌態度探
討廣告效果。
2-2-1廣告回憶度
廣告回憶度是指在接受到廣告的刺激
後，對於廣告內容中所提及品牌或產品的記
憶情況。一則好的廣告影片會更能讓消費者
容易記得廣告中的產品，以增加消費者對產
品的印象。對於許多行銷人員來說，廣告回
憶度是為了促成購買行為，所以廣告必須在
消費者心中留下深刻的印象，而在廣告中所
提到的品牌能否產生記憶便是測量廣告效果
的方式之一。強力關鍵字更重要的是讓消費
者記得關鍵字而願意上網搜尋，因此本研究
採用品牌和關鍵字的回憶衡量廣告回憶度。
由於國內外並無與強力關鍵字相關的研
究文獻，而產品置入的形式類似強力關鍵
字，在產品置入廣告的研究中Austin(1986)認
為電影廣告能有效引發目標消費群高度的回
憶度，而Karrh(1994)的實驗設計中置入一個
品牌於6分鐘的影片中，結果觀看無置入影片
的控制組，沒有人表示看到品牌產品，而實
驗組有很高的品牌回憶度，接連幾個研究發
現，大多支持產品置入對觀眾的記憶有正面
的影響。Gupta and Lord(1998)以剪接電影中
明顯使用Pepsi, Pizza Hut and Ferrari的片
段，和隱式置入上述產品的片段，以及上述
產品同等段長度製作一般廣告以比較產品的
回憶度，結果發現三者的回憶度以顯性置入
最佳，廣告次之，隱性的回憶度最低。由於
強力關鍵字更整合了電視和網路的效果，因
此本研究假設1-1。

2-2 廣告效果的衡量
廣告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引起消費者的
購買行為。所以廣告有沒有達成它的目的，
就必須視消費者認定的廣告效果。廣告效果
的衡量一般可分為溝通效果與銷售效果
(Chow, Rose and Clarke, 1992)。溝通效果主要
在研究消費者接受廣告訊息的刺激之後，訊
息被記得、認知以及因而造成的對於廣告或
產品之態度的程度(Parker,1998)，至於銷售效
果則是在於衡量購買行為的變化，以銷售量
或市場佔有率的改變作為衡量的指標
(Vakratsas and Ambler,1999)。而依本研究的研
究目的即是希望了解消費者是否能夠有效的
接收廣告主所傳播的訊息，而觸及消費者的

假設1-1:強力關鍵字廣告回憶度會高於
一般電視廣告的回憶度。
2-2-2廣告態度
態度(attitude)是指個人對人、事、物與環
境所持的一種一致性與持久性的傾向。從行
銷觀點來看，就是消費者某一產品或服務產
生興趣的程度。廣告態度就是一種對該廣告
整體表現的評估喜好與否之傾向，而且透過
廣告態度的衡量就可以瞭解消費者對該廣告
刺激的情感和對該廣告的評價反應。廣告態
度被定義為消費者在特定展露期間內接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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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的態度。當消費者喜歡廣告時，對廣告本
身的情感反應也會影響接受廣告品牌訴求的
傾 向 。 在 Mitchell and Olsen(1981) 及
Shimp(1981)研究中，消費者對特定廣告與廣
告製作的好壞、喜惡，是影響品牌態度形成
與轉變的原因，而消費者的購買動機與行
為，常因新的學習經驗與新態度的養成，而
有了新的購買習慣或產生行為上的改變(林
欽榮，2002)。Moore and Hutchinson(1983,1985)
証實了廣告態度與品牌態度兩者呈正向線性
關係。Zinkhan and Fornell(1985)亦發現消費
者對廣告態度可以預測其購買意願與對產品
的品牌態度。由於「強力關鍵字」廣告希望
藉由關鍵字的提示，提高消費者的廣告回憶
度，也希望藉由網路資訊的搜尋增進消費者
對產品的信心，而有較佳的廣告態度，進而
對使用關鍵字廣告的品牌產生較佳的情感，
因此推導出本研究假設1-3

某個廣告訊息的刺激，對整體印象呈現出喜
歡或不喜歡的反應，這當中當然也包括對情
感的感覺及行動的方向(Lutz, 1985)。
在實證研究上，Bogart(1990)在其研究中
指出，不同的媒體特性會影響消費者對廣告
的認知及態度。Zanot(1984)認為未來消費者
對電視廣告的態度會越來越傾向負面，
Cooper(1994)對這個現象的解釋則歸咎於消
費者意識的逐漸覺醒、知覺風險、防衛心理
也日漸升高以及越來越多的廣告都會使得消
費者對廣告產生負面的態度，而廣告的氾濫
也影響到廣告在一些特定媒體上的效果
(Elliott and
Speck, 1998) 。 Alwitt &
Prabhalar(1992)認為一般的廣告是屬於單向
的溝通過程，所以在資訊超載的情況下，對
於一般的媒體廣告會產生負面的印象，對一
般廣告態度開始傾向於負面的態度，然而強
力關鍵字的廣告透過關鍵字的搜尋可以和消
費者互動，透過網路的優勢，包括即時性及
互動性，對閱聽眾而言，可以隨時上網搜尋
資訊，增加消費者的信任感降低誤導、資訊
不足的缺失，相較於一般電視廣告應會持較
為正面的情感表現，因此推導出本研究假設
1-2。

假設1-3 強力關鍵字廣告品牌態度會高
於一般電視廣告的品牌態度
綜合H1-1至H1-3，可以推導出本研究主
要假設:
假設1:強力關鍵字廣告比一般廣告有較
佳的廣告效果

假設1-2:強力關鍵字廣告態度會高於一
般電視廣告的廣告態度。

2-3品牌知名度對廣告效果的干擾
「品牌」指的是產品或服務的象徵，帶
給消費者的意義不單只是商品的功能性利益
而已，更重要的是它所創造的價值是一種使
用者的體驗，這種體驗包括了功能性、情感
性甚至是自我實現的利益。品牌是一種記憶
上的捷徑，就像路標一樣，他所建立的信用
與保證，以及提供的資訊有助於消費者作為
決策時的參考。因此消費者在購買決策的過
程中，「品牌」一直扮演極重要的角色。
Aaker(1991)認為品牌知名度是潛在買者可以
把某產品類別裡的某個品牌辨識或回憶出來
的能力。因此，品牌知名度是關於消費者在
記憶中較強的品牌連結或印象，當有品牌線
索時消費者有能力去確認先前是否看過此品
牌。品牌知名度建立可藉由廣告、口碑及產
品經驗來建立(Kolter, 2000)。一個不知名的品
牌，很少會被消費者列入消費的考慮項目中
(Aaker, 1991)，消費者通常對品牌相當敏感，
而且會選擇知名品牌來降低購物風險。

2-2-3品牌態度
所謂「品牌態度」是衡量消費者在廣告
訊息的暴露下，對品牌所表現出持續性好感
或厭惡的程度(黃見雯，2001)，廣告態度與品
牌態度在衡量的主體上並不相同。品牌態度
是對品牌整體評估喜好與否的傾向。購買決
策者對某一品牌的態度，全由他們對該品牌
在各項品牌屬性的評價綜合起來的結果。
Enis, Cox, and Mokwa(1995)認為對同一產品
有需求的兩個人，有可能接受相同的廣告刺
激，產生相同的廣告態度，但最後卻選擇不
一樣的產品，這是因為她們的品牌傾向不同
所造成。品牌傾向是消費者對其喚起集合中
的品牌偏好，此偏好乃是建立於消費者對於
該品牌的評價與信任，信任的程度越高，對
該品牌就會有明確且穩定的偏好，而直接影
響品牌態度，進而影響購買決策；也就是說
消費者對於廣告態度，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品
4

Macdonald and Sharp(2000)指出品牌知名度
對於消費者決策很重要，主要是它能藉著知
名度進入品牌考慮的組合中，它也能影響品
牌由這些組合中被選擇。品牌知名度會藉著
品牌形象中品牌連結的強度以及構成要素來
影響消費者的決策過程。

對象。
消費者對於產品涉入程度的不同會產生
主動或被動接受廣告訊息、蒐集相關資訊，
以及影響其購買決策的過程，也包含態度意
見、情感與認知的轉變。高產品涉入者，對
產品會有較高的重視程度，為了避免產品所
帶來的風險，她們會主動去尋找與產品有關
的訊息，反之，低產品涉入者由於對產品較
不重視，因此並不會想要更加暸解與產品相
關的資訊；由推敲可能性模式(ELM)可以知
道，對於高涉入的產品消費者會刻意檢視並
處理那些她們認為有助於對該品牌做出合理
判斷的訊息，在配合過去經驗，既有知識等
來進行推敲並獲得整體評價；相反的在低涉
入的情形下，消費者依據自己所接觸的訊息
來形成印象，並未考慮哪些訊息是否屬於評
斷該品牌所需。Petty and Cacioppo(1981)的研
究指出，高涉入程度能增加消費者對傳播內
容的思考，在高涉入程度下，消費者對訊息
注意度與思考度均較高，反之則較低。由於
產品的涉入程度不同，將會影響到其注意到
產品的程度，進而影響其對產品出現的記憶
程度。由於強力關鍵字廣告提供消費者搜尋
的可能，進一步透過網路互動產生產品相關
的資訊，因此有助於消費對該品牌做出合理
的判斷，較適合高涉入產品的使用，可以增
加廣告回憶度、廣告態度及品牌態度，至於
低涉入產品對消費者對產品訊息較不重視，
因此並不會想要更加暸解與產品相關的資
訊，此時採用關鍵字廣告反而增加訊息的負
擔，降低廣告回憶度、廣告態度及品牌態度，
因此本研究推導出假設3

其次，Pardun and McKee(2000)的調查發
現產品置入對產品形象有正面的影響，因
此，廠商付費將產品入於媒體中，希望藉由
暴露於影片或傳播媒體內容中，來提高關中
對於產品喜好度及購買意願，在產品置入時
多以高知名度的產品為主，透過置入情境與
消費者做正面溝通也提高品牌在消費者心中
的回憶度，並有效建立品牌在消費者心中的
形象(Vollmers and Mizerski, 1994，徐振興，
2005)。吳家州(2003)的研究亦發現高品牌知
名度的產品置入比對低品牌知名度的產品置
入有較高的品牌回憶度和品牌辨識度，而強
力關鍵字廣告是將關鍵字置入於電視廣告
中，希望透過關鍵字廣告提高品牌在消費者
心中的回憶度並增進與消費者的溝通，因此
品牌知名度對一般廣告和強力關鍵字廣告的
廣告效果應具有干擾效果，因此推導出本研
究假設2:
假設2:品牌知名度對不同類型廣告的廣
告效果有干擾效果
2-4產品涉入對廣告效果的干擾
涉入的概念最早是1953年Howard and
Sheth位測量個人態度而提出，Zaichkowsky
(1985) 綜合學者的研究將涉入定義為「個人
基於本身的需求、價值觀與興趣，對標的物
知覺的攸關程度」。「涉入」的概念首次由
Krugman(1965)應用於行銷領域，當消費者於
受到廣告的影響時，會產生兩種不同的反
應，涉入成為廣告行銷、消費者行為的研究
基礎。涉入依不同的研究目的而有不同的分
類，其中依處理的對象來分類可分為「廣告
涉入」、「購買決策涉入」與「產品涉入」
(Zaichkowsky, 1985)，其中產品涉入是消費者
對某一產品持有的興趣與狂熱的感覺，是對
於產品的重視程度或是消費者個人賦予產品
的主觀意識。由於本研究主要希望檢測產品
的不同對強力關鍵字廣告與一般廣告其廣告
效果的影響，故以「產品涉入」作為探討的

假設3 涉入程度對不同類型廣告的廣告
效果有干擾效果。

三、研究方法及步驟
3-1研究架構及假設
綜合上述之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本研
究欲比較一般電視廣告與強力關鍵字廣告其
廣告效果的差異，並討論不同品牌知名度和
高低涉入對廣告效果所造成干擾效果，研究
架構如圖 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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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吸引人的注意、我覺得這
則廣告可以帶給我愉悅
感、我覺得這則廣告的表現
手法很好、我喜歡這則廣
告、我覺得有廣告的產品比
較有價值、我覺得這則廣告
是有趣的，我對這則廣告反
感，並以 Likert 五點尺度衡
量。

產品涉入
廣告效果

廣告類型

廣告回憶度

強力關鍵字廣告

廣告態度

一般電視廣告

品牌態度
品牌知名度

圖 1 研究架構

(3)品牌態度：是衡量消費者廣告的曝露下，
對某品牌所表現的持續性
好感或厭惡的程度。本研究
參 考
Garretson
and
Niedrich(2004) 的 量 表 衡
量，包括：我很喜歡這個品
牌、我對這個品牌是有興趣
的、我覺得這個品牌是很吸
引人的、我對這個品牌很了
解、我相信這個品牌的品
質、這個品牌不好，並以
Likert 五點尺度衡量。

3-2研究變數的操作型定義與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 2X2X2 實驗設計法進行結
構化封閉式的問卷資料蒐集，為使本研究之
相關變數更為明確，本研究所提及之變數操
作型定義及衡量問項說明如下：
1.一般電視廣告：乃是廣告主以付費的方式
在有線或是無線電視頻道
的節目空檔中，對觀眾提供
商品或服務的訊息，藉以影
響觀眾來達成說服的目的。
2.強力關鍵字廣告：是指提醒消費者上網去
搜尋某些特定的關鍵字，把
潛在消費者從大眾媒體廣
告引導到網站上的關鍵字
廣告操作模式。

4.品牌知名度：是指消費者對產品回憶及產
品認識的表現。本研究參考
Garretson
and
Niedrich(2004) 的 量 表 衡
量，包括：我知道這個品
牌、我能認出這個品牌、我
熟知這個品牌、我能馬上想
到這個品牌的標誌和象
徵，並以 Likert 五點尺度衡
量。

3.廣告效果：包括廣告回憶度、廣告態度及
品牌態度這三項，分別敘述
如下:
(1)廣告回憶度：是指為了促成購買行為，廣
告必須在消費者心中留下
深刻的印象。本研究參考
Garretson and Niedrich(2004)
的量表衡量，包括：是否曾
經看過這則廣告、是否記得
這則廣告所出現的產品、是
否記得這則廣告所出現的
品牌，並以 Likert 五點尺度
衡量。

5.產品涉入：指消費者對於產品的重視程度
或是消費者個人賦予產品的
主觀意識。本研究參考
Laurent and Kapferer (1985)
的量表衡量。包括：我對這
個產品感到強烈興趣、這個
產品對我來說很重要、購買
這個產品我覺得很快樂、買
錯產品時，會感到很在意、
買了不適合的產品，會非常
煩惱、面對一大堆這種產品
時，會覺得難以決定，並以
Likert 五點尺度衡量。

(2)廣告態度：就是指一種對該廣告整體表現
的評估喜好與否之傾向。本
研 究 參 考 Garretson and
Niedrich(2004) 的 量 表 衡
量，包括：我覺得這則廣告
容易瞭解、我覺得這則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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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 4 到 6 小時(21.7%)，而低於兩小時或
八小時以上的各佔近一成的比例，此外，有
35.3%的受訪者每天花 2 到 4 小時看電視或其
他媒體，其次是 4 到 6 小時，但也有近兩成
的人不確定每天收看電視或其他媒體的時
間。

3-3實驗設計與抽樣對象
本研究主要探討強力關鍵字廣告與一般
電視廣告在廣告效果的差異，所以採用實驗
室實驗法進行，採用 2x2x2 的實驗設計，實
際檢測品牌知名度與產品涉入對於強力關鍵
字廣告與一般電視廣告的廣告效果，廣告來
源使用 NOKIA 和 LG 的手機與海倫仙度絲和
566 的洗髮精廣告共 8 則的廣告來做剪接。

4-2 因素分析
關於廣告效果中廣告態度、品牌態度及
品牌知名度及產品涉入程度進行因素分析以
縮減變數，因素的選取採用因素之特徵值大
於 1，最大變異數轉軸法旋轉以後，因素負
荷量大於 0.6，兩因素負荷量差大於 0.3，且
分項對總相關係數大於 0.5 為選取的準則。

此外，青少年每周平均花費 11 至 12 小
時於休閒活動，而最常從事的的休閒活動為
看電視、電影、KTV，其次為球類、游泳、
韻律等健身活動，而收看電視時間愈長、閱
讀報紙時間愈長的青少年，愈具有消費資訊
傳播的傾向，從電視廣告管道尋求消費資訊
的頻次也愈高(林君珍，2004)。因此，選擇以
大學就學的青少年為主要研究對象，並以「崑
山科技大學」的學生為實驗對象，以隨機抽
取的方式抽取不同班級為團體來進行，共發
出 490 份，扣除 26 份無效問卷，有效問卷共
464 份，有效達成率為 94.7%。十驗設計組合
及回收情形如表 1 所示。
表 1 實驗設計組合及樣本回收表
產品涉入程度

高涉入
低涉入
一般電視廣 關鍵字 一般電視廣 關鍵字
廣告類型
告
廣告
告
廣告
高品牌知 Nokia 手機 Nokia 手機 海倫仙度絲 海倫仙度絲
品牌
名度
(56)
(59)
(58)
(59)
知名
低品牌知
LG 手機
LG 手機
度
566(59)
566(57)
名度
(59)
(57)

*( )內數字為樣本回收的份數
資料來源:本研究

在廣告效果方面，透過因素分析共萃取
出兩個因素構面，分別將其命名為「廣告態
度」及「品牌態度」，其特徵值分別為 3.421
和 2.682，其中「廣告態度」的解釋變異量為
38.013% ，「 品 牌 態 度 」 的 解 釋 變 異 量 為
29.805%，累積解釋變異量為 67.818%，此
外，信度 α 值分別為 0.888 及 0.827，而在
品牌知名度方面透過因素分析萃取出一個因
素構面，其特徵值為 2.17，解釋變異量為
72.342%，信度 α 值為 0.808。另外在「產品
涉入」方面透過因素分析萃取出一個因素構
面 ， 其 特 徵 值 為 2.675 ， 解 釋 變 異 量 為
66.874，信度 α 值為 0.8363 由於各因素構面
的信度值皆高於 0.8，顯示本研究之量表具有
高度的一致性。
4-3 廣告效果分析

四、資料分析

在本研究關於廣告效果的檢測分為廣告
回憶度、廣告態度及品牌態度，首先針對強
力關鍵字廣告與一般電視廣告在廣告回憶
度、廣告態度及品牌態度進行比較與分析。

4-1 樣本特性分析
本研究以「崑山科技大學」的學生為抽
樣對象，以隨機抽取的方式，抽取不同班級
為團體來進行問卷的發放，首先針對所回收
的 464 份有效問卷來進行樣本特性分析。其
中受訪者的性別以女性佔 59.3%，男性則為
40.7%；在學院方面以商管學院最多，其次是
人文科學院及創意媒體學院，最少的為資訊
科技學院，在年級方面，以二年級最多
(33.4%)，三年級次之，四年級第三，其他年
級則是最少只有 1.3%，有四成以上的受訪者
有 8 年以上的網路使用經驗，其次則是 6 到
8 年(23.9%)，2 年以下的僅有 0.9%，有近三
成受訪者每天平均上網時間是 2 到 4 小時，

4-3-1 廣告回憶度
廣告回憶度的部份，強力關鍵字廣告的
232 份問卷中，記得產品別的佔 91.4%，而一
般電視廣告記得產品別 232 份中的 93.2%，
兩者在產品的回憶度並無顯著差異
(χ2=0.482，P 值 0.488)。其次，在產品品牌
的回憶度方面，強力關鍵字廣告的部份，有
89.2%記得品牌，而一般電視廣告的部份亦有
90.9%記得品牌，兩者在品牌回憶度上亦無顯
7

著差異(χ2=0.386，P 值 0.642)。此外，針對
強力關鍵字廣告的部份進行分析，在 232 位
填答者中，有 170 位填答者記得廣告中的強
力關鍵字，佔 73.3%，而不記得的有 62 位，
佔 26.7%。而有 168 位能精確的回答影片中
所提示的強力關鍵字，佔填答者的 72.4%，
無法精確回答佔 27.6%。

其次，利用變異數分析進行品牌知名度對廣
告態度的干擾分析，結果顯示品牌知名度對
廣告態度有直接的影響，但其干擾效果未達
顯著水準。此外，品牌知名度對品牌態度的
干擾分析亦發現品牌知名度對品牌態度有直
接影響，其干擾效果未達顯著水準。綜合上
述分析，本研究假設 2 並未獲得支持。

綜合上述的比較，在廣告回憶度的部
份，強力關鍵字廣告和一般電視廣告無顯著
差異，因此本研究假設 1-1 未獲支持。

4-3-4產品涉入對廣告效果的干擾分析
由於產品涉入程度亦是屬於個人的認
知，因此相同的產品可能因為個人的認知差
異，而在分類上有所差異。因此，本研究在
探討產品涉入對廣告效果的影響時，是依集
群分析後與原實驗設計所區分的高產品涉入
與低產品涉入類型一致的受測者進行分析。
利用變異數分析進行產品涉入對廣告態度的
的干擾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2 所示，廣告類
型及產品涉入對廣告態度有直接的影響，且
產品涉入亦扮演干擾角色，在低產品涉入
時，強力關鍵字廣告的廣告態度平均數為
3.268 低於一般電視廣告的廣告態度平均數
3.306；而在高產品涉入時，強力關鍵字廣告
的廣告態度平均數為 3.7070 高於一般電視廣
告的廣告態度 3.3654。

4-3-2廣告態度與品牌態度的差異分析
透過 t 檢定強力關鍵字廣告與一般電視
廣告的廣告態度的差異，結果顯示強力關鍵
字廣告的廣告態度平均數為 3.5121，一般電
視廣告的廣告態度為 3.3328，兩者差異達顯
著水準。其次針對實驗設計的八組類型進行
廣告態度的分析，研究發現除了海倫仙度絲
之外，其餘 Nokia、LG 及 566 的強力關鍵字
廣告態度皆比一般電視廣告態度要好，其中
LG 及 566 的廣告態度差異更達到顯著水
準。因此本研究假設 1-2 獲得支持。
其次，透過 t 檢定強力關鍵字廣告與一
般電視廣告的品牌態度的差異，強力關鍵字
廣告的品牌態度平均數為 3.2759，一般電視
廣告的品牌態度為 3.1433，兩者的品牌態度
有顯著差異，顯示強力關鍵字因為透過簡單
易記的一組關鍵字，讓消費者可以產生較佳
的記憶和較佳的廣告及品牌態度。其次針對
實驗設計的八組類型進行品牌態度的分析，
雖然除了 566 洗髮乳的強力關鍵字品牌態度
與一般電視廣告品牌態度有顯著差異外，其
餘各組間平均數沒有顯著差異，但是由平均
數依然可以看出強力關鍵字廣告所塑造的品
牌態度相對於一般電視廣告所塑造的品牌態
度平均數較佳，因此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1-3
獲得支持。

表 2 產品涉入與廣告類型對廣告態度的干擾
分析
來源

平方和

模式
5449.765
廣告類型
2.637
產品涉入
7.113
廣告類型*
4.136
產品涉入
誤差
227.038
總和
5676.8
資料來源:本研究

F 檢定

自由
度
4
1
1

平均平
方和
1362.440
2.637
7.113

2760.426
5.342
14.411

顯著
性
0.000
0.021
0.000

1

4.136

8.381

0.004

460
464

0.494

其次，在品牌態度的分析結果如表 3 所
示，廣告類型與產品涉入對品牌態度有直接
的影響，且廣告類型與產品涉入亦有交互作
用，其干擾效果達顯著水準。在低產品涉入
時，強力關鍵字廣告的品牌態度平均數為
3.1044 低於一般電視廣告的品牌態度平均數
3.1055；而在高產品涉入時，強力關鍵字廣
告的品牌態度平均數為 3.4128 高於一般電視
廣告的品牌態度 3.1899。綜合上述分析，本
研究假設 H3 獲得支持。

4-3-3品牌知名度對廣告效果的干擾分析
由於品牌知名度是屬於個人的認知，因
此相同的產品可能因為個人的認知差異，而
在分類上有所差異。因此，本研究在探討品
牌知名度對廣告效果的影響時，是依集群分
析後與原實驗設計所區分的高品牌知名度與
低品牌知名度類型一致的受測者進行分析。
8

記憶成廣告內容所強調的「頭皮屑」
，主要原
因是圖像與聲音的記憶會高於字面上的記
憶，所以廣告商在製作關鍵字廣告時，如果
能在廣告內容中，將特定的關鍵字用口頭的
方式在廣告中進行提示，對於記憶強力關鍵
字的效果會比較好。

表 3 產品涉入與廣告類型對品牌態度的干擾
分析
來源

平方和

4787.777
模式
1.410
廣告類型
4.424
產品涉入
1.438
廣告類型*
產品涉入
136.910
誤差
4924.688
總和
資料來源:本研究

自由
度
4
1
1
1

平均平
方和
1196.944
1.410
4.424
1.438

460
464

0.298

F 檢定
4021.579
4.737
14.863
4.832

顯著
性
0.000
0.030
0.000
0.028

(2)依產品涉入程度，利用不同的廣告類型增
進消費者的廣告態度與品牌態度
本研究的研究結果發現，產品涉入程度
會直接影響廣告態度及品牌態度，並且扮演
干擾的角色，尤其是產品涉入程度高者採用
強力關鍵字廣告的廣告態度與品牌態度最
好，由於這個結果與偏好修正理論相符，高
涉入者採取「中央路徑」來處理，而低涉入
者採取「週邊路徑」來處理，因此建議手機
業者在推出產品或活動時，可以採用強力關
鍵字的方式增進視聽眾與業者的溝通與連
結，且須搭配良好的網頁互動，而屬於低產
品涉入者可以採用一般電視廣告，避免過多
的訊息增加視聽眾的負擔。

五、結論與建議
5-1 結論
本研究主要是在探討一般電視廣告與強
力關鍵字廣告對於廣告效果的影響，並且考
量在不同的品牌知名度與產品涉入程度對於
廣告溝通效果是否有干擾效果，由結果分析
可以得到以下的結論：
1.在廣告回憶度的部份，強力關鍵字廣告與
一般電視廣告對於產品的回憶度無顯著差
異，對於品牌回憶度也無顯著差異。

(3)不論品牌知名度，皆可利用強力關鍵字建
立廣告態度與品牌態度

2.在廣告態度與品牌態度方面，強力關鍵字
廣告皆優於一般電視廣告。

由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品牌知名度對於
廣告態度與品牌態度有顯著正向的影響，不
論品牌知名度的高低，採用強力關鍵字的廣
告態度和品牌態度都高於一般電視廣告。若
欲建立良好的廣告態度或品牌態度可以採用
強力關鍵字廣告來達成。

3.產品涉入對廣告態度與品牌態度皆有直接
影響，並且有顯著的干擾效果
4.品牌知名度對廣告態度及品牌態度皆有直
接影響，但無干擾效果。

5-2 管理意涵
5-2-1.針對實驗所採用廣告的廣告主建議

5-2-2 潛在進入者的建議

本研究在實驗過程採用 Nokia、LG、海
倫仙度絲及 566 這四個產品進行實驗，由於
是實驗室的實驗，具有較高的內部效度，其
結果可供廣告主參考並提出下列幾項建議：

對於未來想利用廣告進行促銷的廣告
主，雖然本研究是實驗室的實驗，較不具有
外部效度，但是結果仍可以讓未來想利用廣
告進行促銷的廣告主廣告策略制定的參考：

(1)以口頭的方式在廣告中提示與廣告內容相
關的關鍵字，提升記憶效果

(1)高涉入產品利用關鍵字吸引消費者至建置
設計良好的網站進行互動

本研究是以廣告回憶度、廣告態度及品
牌態度當做廣告效果的指標，就廣告回憶度
來看，消費者在看過廣告後，對於品牌的記
憶或是產品的記憶，不論是播放強力關鍵字
廣告或是一般電視廣告都沒有太大的差異，
可是對於關鍵字的記憶方面就有些微差異，
例如 566 的強力關鍵字廣告，正確的關鍵字
為「566」，但是大多數的受訪者卻將關鍵字

產品涉入這方面來看，高涉入的產品，
使用強力關鍵字廣告的廣告態度會比使用一
般電視廣告的廣告態度好，但是對於低涉入
的產品一般電視廣告會好於強力關鍵字廣
告，也就是說，如果該產品是屬於高涉入，
廣告商可以針對廣告內容利用關鍵字來讓視
聽眾增加記憶與連結，進而於網站進行互
動，而在低涉入產品上，採用一般電視廣告
9

來建立或增進視聽眾的廣告態度與品牌態
度。

名度為干擾變數」，國科會專題研究報
告，96-2416-H-168-003。
[9] 黃見雯(2001)。「廣告基調與媒體內容基
調一致性對廣告效果之影響─媒體內容
觀賞涉入及自我概念一致性干擾效果之
探討」。元智大學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
[10]蔡季綾(2005)，「產品置入型態與置入效
果、品牌態度間關係之研究─以產品涉入
度與年齡為干擾變數」，成功大學國際企
業研究所碩士論文。
[11]劉家榮(2004)，「置入式廣告與一般廣告
對廣告溝通效果的影響─以產品涉入程
度與品牌辨識程度為干擾變項」，東吳大
學國際貿易研究所碩士論文。
[12]曠文琪(2007)，商業周刊，1045，82-84。
[13]戴軒廷、馬恆、張紹勳(2004)，「衡量網
路廣告態度之指標建構」，臺灣管理學
刊，4(1)，59-84。

(2)利用關鍵字透過網路的溝通查詢增加視聽
眾對新進入或現有市場產品或品牌的認
識與溝通
從品牌知名度這方面來看，不論品牌知
名度的高低，強力關鍵字廣告的廣告態度與
品牌態度都較一般電視廣告的廣告態度與品
牌態度佳，對潛在進入者而言，其品牌知名
度都相較於市場上現有的產品的品知名度來
得低，因此可以利用強力關鍵字的廣告，以
關鍵字的方式增加視聽眾的記憶，利用關鍵
字透過網路的溝通查詢增加視聽眾對自有產
品或品牌的認識與溝通。至於現有的產品若
與以品牌延伸的方式進入其他新的產品市
場，亦可利用強力關鍵字廣告的方式，增進
視聽眾的認識與溝通，以達到期望的目標。
綜合上述所說，未來當廣告商在編列廣
告預算時，應將產品涉入程度與品牌知名度
都列入考量內，讓廣告可以達到期望的目標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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