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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結合國內 ISP 業者蕃薯藤的參與，共同設計並執行一項線上田野實驗(online field 
experiment) ，來探討網路橫幅廣告會吸引瀏覽者的重要因素之間的相互效應。這些被納入本
研究實驗設計的因素有誘因和品牌，同時我們也測量受測者對產品的涉入程度以及其他個人
心理層面變項，例如，追求刺激傾向，科技導向等。簡而言之，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探討網
路上橫幅廣告的誘因大小、知名品牌對於涉入程度不同的瀏覽者是否會影響其對於橫幅廣告
的喜好，對品牌態度的喜好以及對該商品之購買意願。四千多位受訪者參與本研究填答了問
卷。

     經初步資料分析後，我們的發現大致摘要如下：

（1） 產品關心度高者比對產品關心度低者對橫幅廣告比較喜好，購買意願也比較高。
（2） 誘因、品牌和受測者對產品未來購買可能性有顯著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 effect）。
（3） 涉入感高者（過去買過，未來還會買）比涉入感低者（過去未買過，未來不會買）對

廣告的喜好程度和對品牌的偏好程度都明顯高出許多。
（4） 個人心理變項如追求刺激傾向，科技導向對於廣告偏好、品牌態度以及購買意願都有

正向的影響。簡言之，追求刺激傾向與科技導向愈高者，在五項廣告態度、品牌態度
以及購買意願的得分均比較高。

關鍵字：網路廣告、廣告效果測量、品牌熟悉度、訊息豐富程度、誘因、資訊搜尋、網路瀏
覽。

英文摘要

     With the collaboration with a well-known ISP company, we conducted an online
quasi-experiment and examined the impacts of brand awareness, levels of incentives and 
consumer’s product involvement on their evaluations of banner ads, brand attitude and purchase 
intention. In addition to examining the main effects and interaction effects of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in questions, the researchers included web user’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sensation seeking orientations, technology-orientation in the analyses. Over 4000 internet users 
responded to our e-mails and completed the questionnaire.

      Based on preliminary analyses, our finding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Respondents with a high level of product relevance showed more favorable attitudes toward 

the banner ads, and had a better brand attitudes.
（2） Levels of incentive, brand awareness, and consumer’s product relevance had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effect.
（3） A high level of product involvement in respondents led to a better brand attitude and greater 

appreciations toward banner ads. 
（4）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sensation seeking orientation and technology-orientation 

contributed positively in cultivating better brand attitude and greater appreciations toward 
banner ads. 

Key words: internet ads, banner ads, measures of the ads. Effectiveness, brand awareness, product 
categories, message designs, motivations, incentives, information search.



研究目的

     一般而言，網路上橫幅廣告的點選率相當低，通常不到一個百分點，因此「網路廣告有
效嗎？」是學界和業者最常問的問題。本研究結合國內最受歡迎的 ISP 業者蕃薯藤的參與，
共同設計並執行一項線上實驗，希望能經由這個田野實驗(field experiment) 來探討網路橫幅
廣告會吸引瀏覽者的重要因素之間的相互效應。這些被納入本研究實驗設計的因素有誘因和
品牌，同時我們也測量受測者對產品的涉入程度以及其他個人心理層面變項，例如，追求刺
激傾向，科技導向等。簡而言之，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探討網路上橫幅廣告的誘因大小、知
名品牌對於涉入程度不同的瀏覽者是否會影響其對於橫幅廣告的喜好，對品牌態度的喜好以
及對該商品之購買意願。

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用實驗法，包含「實驗室實驗」與「網路線上準實驗」兩部分。本研究將
與國內知名的入口網站合作，設計一個「準實驗」(quasi-experiment)網站。並依照研究架構中
列出之變數層級，設計六種不同實驗版本之 banner 廣告作為實驗的刺激物 (stimuli)。將上
述的操弄變數所設計的橫幅廣告（banner ad）分別放置在仿製真實的入口網站上，而形成六
個實驗版本。然後利用軟體操作隨機分配 (Random assignment)讓受試者登入不同的個人辨識
碼（ID），使得每一個上網者只能看到其中一個版本。

經由如此之實驗設計，我們可以分別從實驗室與線上實驗中獲得問卷的回應資料。同時當
受測者連上研究者設定的實驗網站後，也可以得到經由軟體記錄下，受測者實際瀏覽與點選
行為紀錄的檔案資料。

（一）實驗室實驗

受試者的招募
本研究將以自願方式在政治大學招募受試者，研究者將酬謝受試者車馬費作為參與研究

的回饋。

隨機分派受測者的程序
本研究將採用下列步驟來作隨機的控制。
1. 受試者的隨機分派：招募而來的受試者，將被隨機分到任何一台電腦。
2. 電腦廣告的隨機出現：當受試者就座，開始實驗時，電腦程式也會隨機安排分屬不同

實驗組別的廣告出現。

實驗流程

實驗主持人首先會告知他們是受邀參與新網站設計的評選工作，希望藉由他們試用新網
站的過程紀錄，作為網站設計改進的參考。當受試者同意參與實驗之後，首先會要求受測者
鍵入每個人事先被告知的個人辨識代碼（ID）來登入（log in）上網，經由電腦設定隨機分配
受測者參與不同的實驗組別，之後受試者便開始隨意瀏覽網頁及廣告，而在他們欲離開網站
時也需登出（log out）離線，問卷便會出現。

（二）線上瀏覽點選紀錄法



受測者的招募
本研究將與國內知名的入口網站合作，並以其會員名單作為樣本，寄發電子郵件邀請會

員參與線上實驗，除了說明邀請對象只有少數一些幸運的會員之外，也提供抽獎誘因鼓勵參
與意願。

隨機的控制
將經由軟體操作隨機分配 (Random assignment)受測者每個人不同的辨識代碼（ID）來登

入（log in）實驗的控制網站，使得每一個上網者只能看到其中一個版本。

實驗流程

實驗主持人首先會告知他們是受邀參與新網站設計的評估工作，希望藉由他們試用新網
站的過程紀錄，作為網站設計改進的參考。當受試者同意參與實驗之後，首先會要求受試者
鍵入每個人事先被告知的個人辨識代碼（ID）來登入（log in）上網，經由電腦設定隨機分配
受測者參與不同的實驗組別，之後受試者便開始隨意瀏覽網頁及廣告，而在他們欲離開網站
時也需登出（log out）離線，此時問卷便會出現。

分析結果

     總計有四千多人參與本研究並填答問卷，最後獲得 4683 份有效問卷。由於只有 35 人有
點選橫幅廣告，點選率只有百分之零點七，我們無法做 t 檢定比較點選者與未點選者的差異。
以下的分析只有那些曾瀏覽網頁，有看到橫幅廣告但未曾點選者的資料。
     我們的發現摘要如下：

（1） 大抵而言，產品關心度高者比對產品關心度低者對橫幅廣告比較喜好，購買意願也比
較高。

（2） 誘因、品牌和受測者對產品未來購買可能性有顯著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 effect）。對
於知名品牌 Canon 的廣告產品關心度低的受測者（表示不太會在未來六個月中購買該
類產品）會受到廣告中的贈獎誘因之吸引，那些看到有「獨得二萬元」大獎訊息的廣
告受測者，對廣告的喜愛和對品牌的偏好度最高。但是廣告產品關心度高的受測者（表
示可能會在未來六個月中購買該類產品）並不在意中大獎的誘因，他們對無誘因廣告
和有大獎訊息廣告的喜好程度並無差異。這個發現相當符合 ELM 理論的論點：高關心
度的閱聽眾最在意產品訊息（中央線索），低關心度的閱聽眾比較在意與產品訊息無關
的線索，如贈獎（邊陲線索）。

（3） 當我們結合受測者的產品經驗（過去曾經買過）和關心度（未來六個月內會買），形成
一個「涉入感」指標再去做 MANOVA 分析時，我們發現涉入感高者（過去買過，未
來還會買）比涉入感低者（過去未買過，未來不會買）對廣告的喜好程度和對品牌的
偏好程度都明顯高出許多。這個發現再次印證了消費者的個人需求動機高低，決定了
他們對於廣告與產品的接受程度。

（4） 個人心理變項如追求刺激傾向，科技導向對於廣告偏好、品牌態度以及購買意願都有
正向的影響。簡言之，追求刺激傾向與科技導向愈高者，在五項廣告態度、品牌態度
以及購買意願的得分均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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