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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台灣在去年發生悠遊卡以日本 AV女優作為封面，引發社會強烈

議論，說明代言人的選擇出現了危機，悠遊卡的便利形象蒙上一層

陰影。隨後，潘朵拉紅酒受到媒體質疑其成分，原代言人吳淡如急

忙撇清代言責任。 

    從廣告推薦的平衡理論(balance theory)，可以得知採取代言

人廣告是可以為產品加分的方式，顧客也會接受，但是代言人一旦

出現問題，立即影響產品的銷售，例如網球好手莎拉波娃服用禁

藥，廣告立被下架，解除合約。 

    在台灣網路上東方快線的代言人調查中，可以看出金城武的魅

力，了解吳念真的鄉土親切味道，張鈞甯的公益清新，而吳淡如的

代言狀況偏向後段，並漸漸不被列入評比，對委託研究的潘朵拉紅

酒來說，需要在廣告上尋求新的對策。 

    當產品一窩蜂採用代言人方式時，以典範移轉理論(paradigm 

shaft)改用象徵的卡通人物代言，或是以小人物新聞式代言，都是

可行方式，在顧客的認同上甚至效果更佳，不要一直迷信名人代

言，才能脫離商場的紅海廝殺，進入藍海追求最適的利潤。 

關鍵字：代言人、平衡理論、廣告推薦、典範移轉。 



Abstract 
    The issue of choosing spokesperson has become a problem, for 

example, Taiwanese government published Easy Card with setting 

pornography star as its cover last year, which brought about intense 

comments from Taiwanese society. This event casted a shadow on Easy 

Card. It happens that there is a similar case, the ingredients and 

materials of Pandora Red Wine’s red wine were called into a question by 

media, the spokesperson of Pandora Red Wine Dan-Ru Wu immediately 

shirked the responsibility. 

   According to Balance Theory from Endorsing Advertisement, we find 

out that companies hire spokespersons is a way to enhance 

credentials of its products, customers will accept it as well, however, 

once spokespersons become an issue or conduct inappropriately affect 

products’ sell, for example, tennis player Maria Sharapova was banned 

for PED suspension, advertisers of hers immediately terminate the 

contract and remove the advertisement. 

   According to spokesperson survey results from Eolembrain, we 

realize that Takeshi Kaneshiro’s charm, Wen-Ching Wu’s Affinity, 

Ning Chang’s sense of freshness and charity spirit, yet, the 

circumstances of Dan-Ru Wu, as a spokesperson, are not ideal 

and improper, and couldn’t be evaluated as an adequate 

spokesperson. To Pandora Red Wine, different advertising 

strategies are needed. 

   When products were being spoken by spokespersons, based 

on Paradigm Shaft, using cartoon characters or symbols as 

spokespersons, or make Jack-a-Lent Reporting as spokespersons, 

both are available methods, even bring about better recognition 

from customers and people; celebrity advertising is not the only 

way to get to the Blue Ocean Strategy, pursuing the most proper 

profits.  

 

Key Words: spokesperson, balance theory, endorsing 

advertisement, paradigm theory  

 

  

 



研究背景與動機 

    2015.8，臺灣電子票證業者悠遊卡公司發行以日本 AV 女優波多

野結衣為悠遊卡封面的悠遊卡，其圖片內容可能有過度裸露等疑

慮，而與原本悠遊卡公司所要傳達的公益形象不符合，由此造成的

一系列社會和政治事件。這個風波對產品代言人的適當與否，產生

許多議論，仔細觀察，代言人存在相當程度的危機。 

    2015.10，蘋果日報報導潘朵拉紅酒是用果汁調的，此新聞雖非

事實，但已引發社會注意，而潘朵拉紅酒代言人吳淡如面對訪問，

立即聲稱是多年前的合作代言，把代言責任撇得一乾二淨，造成潘

朵拉紅酒銷路下降的困擾，負責行銷的國仁行銷公司認為代言人將

是潘朵拉紅酒未來的行銷關鍵，希望進行相關研究，了解產品是否

需要代言，及代言人應如何選定，以供行銷參考。 

    事實上，台灣的產品廣告喜歡用代言人處理，近年來，相關問題

甚多，顯然已經出現代言人危機，此亦為國仁行銷公司委託的產學

合作研究重點。 

    

 

 

 



波卡事件 

    臺北市悠遊卡公司過去為了推廣可以在臺北捷運和臺北市市區

公車等處使用的悠遊卡，每年便會與運動員、藝人和政治人物合作

推出約 60款肖像悠遊卡促銷。 

    儘管悠遊卡的發卡量已經超過 5,400萬張，但不少民眾基於收

藏理由仍然會購買紀念套卡。而在 2009年至 2014年期間，悠遊卡

公司還與許多公益團體合作推出公益悠遊卡，藉由孩童的畫作與圖

片為卡片封面，以呼應公益主題。隨著獲得政府政策上的支持，悠

遊卡公司在 2014年的營業收入超過新臺幣 15億元，稅後盈餘則有

近 1.5億元。 

    2015年 3月，臺北市市長柯文哲要求悠遊卡公司董事長戴季全

在 1年內，將悠遊卡的交易金額從原先的 499億翻倍到 1000億。不

過與此同時，一卡通票證公司發行的一卡通計畫在 9月 1日可以在

臺北捷運與臺北市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平臺上使用，高雄捷運則是

計畫在 2015年 7月全數設置成多卡通單一閘門。 

    其中一卡通票證公司亦在 7月時採取產學合作的方式，由學生

設計融合一卡通的經營理念的虛擬代言人物魔法少女小帕。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5%B8%82%E5%B8%82%E5%8D%80%E5%85%AC%E8%BB%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5%B8%82%E5%B8%82%E5%8D%80%E5%85%AC%E8%BB%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2%A0%E9%81%8A%E5%8D%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8B%E5%8B%95%E5%9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7%9D%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5%AE%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7%9B%8A%E5%9C%98%E9%AB%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A9%E7%AB%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5%B8%82%E5%B8%82%E9%9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5%B8%82%E5%B8%82%E9%9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B4%E5%AD%A3%E5%85%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B4%E5%AD%A3%E5%85%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0%E5%8D%A1%E9%80%9A%E7%A5%A8%E8%AD%89%E5%85%AC%E5%8F%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0%E5%8D%A1%E9%80%9A_(%E8%87%BA%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5%B8%82%E5%85%AC%E5%85%B1%E8%87%AA%E8%A1%8C%E8%BB%8A%E7%A7%9F%E8%B3%83%E7%B3%BB%E7%B5%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9%9B%84%E6%8D%B7%E9%81%8B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4%A2%E5%AD%B8%E5%90%88%E4%BD%9C&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D%94%E6%B3%95%E5%B0%91%E5%A5%B3%E5%B0%8F%E5%B8%95&action=edit&redlink=1


    在此背景下，悠遊卡公司員工則在 8月時提案邀請日本 AV女優

波多野結衣製作名人悠遊卡，希望藉此能夠增加悠遊卡銷售量。在

這之前，波多野結衣剛出道不久，便因為相貌與著名模特兒林志玲

相似，而被許多臺灣民眾熟知並且將其稱呼為「暗黑林志玲」。而

代理波多野結衣的商品東櫻創意行銷有限公司已經在中華民國經營

長達 4年，該公司也訂定希望能夠去除波多野結衣 AV女優標籤，而

逐漸轉型成為具有清新形象的藝人、歌星和演員作為目標。對此東

櫻創意行銷有限公司認為波多野結衣是個性單純且有才幹的人員，

而她也的確因為這一特點而能夠吸引臺灣民眾注意，對於悠遊卡公

司提出的公益悠遊卡合作計畫則是感到感謝。 

    波多野結衣過去在日本是不聞名的二線 AV女優，2011年 3月

發生日本東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地震時，當地媒體則一度大幅報導她

在海邊拍色情片時失蹤而溺斃。2011年 9月 29日，波多野結衣與

大槻響受邀前來臺灣舉辦感謝祭，表達感謝臺灣對於東日本大震災

的幫助，在華文媒體報導下使得她很快獲得極高人氣。之後在相貌

美麗以及宣傳效應推廣，使得波多野結衣的人氣在亞洲地區不斷增

加。不少粉絲對於其個人形象抱持正面看法，而其在臺灣的知名度

效益更超過許多重要明星，她還曾經為臺灣遊戲公司艾玩天地代

言。之後波多野結衣一方面在日本陸陸續續拍攝了 1,200多部色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2%A0%E9%81%8A%E5%8D%A1%E5%85%AC%E5%8F%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5%A4%9A%E9%87%8E%E7%B5%90%E8%A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5%BF%97%E7%8E%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5%BF%97%E7%8E%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5%A4%9A%E9%87%8E%E7%B5%90%E8%A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D%B1%E6%AB%BB%E5%89%B5%E6%84%8F%E8%A1%8C%E9%8A%B7%E6%9C%89%E9%99%90%E5%85%AC%E5%8F%B8&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5%8F%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5%A4%9A%E9%87%8E%E7%B5%90%E8%A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5%A4%9A%E9%87%8E%E7%B5%90%E8%A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7%9D%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8C%E6%98%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C%94%E5%9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5%A4%9A%E9%87%8E%E7%B5%90%E8%A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AV%E5%A5%B3%E5%84%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1%E5%B9%B4%E6%97%A5%E6%9C%AC%E6%9D%B1%E5%8C%97%E5%9C%B0%E6%96%B9%E5%A4%AA%E5%B9%B3%E6%B4%8B%E8%BF%91%E6%B5%B7%E5%9C%B0%E9%9C%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A%92%E9%AB%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9%B2%E6%83%85%E7%89%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A7%BB%E9%9F%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5%B0%8D%E6%9D%B1%E6%97%A5%E6%9C%AC%E5%A4%A7%E9%9C%87%E7%81%BD%E4%B9%8B%E6%8F%B4%E5%8A%A9%E5%8F%8A%E5%90%84%E7%95%8C%E5%8F%8D%E6%87%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5%B0%8D%E6%9D%B1%E6%97%A5%E6%9C%AC%E5%A4%A7%E9%9C%87%E7%81%BD%E4%B9%8B%E6%8F%B4%E5%8A%A9%E5%8F%8A%E5%90%84%E7%95%8C%E5%8F%8D%E6%87%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9%BE%E7%8E%A9%E5%A4%A9%E5%9C%B0


片，並且贏得 2014年成人廣播獎年度最佳女優獎；另一方面在臺灣

則積極轉型成藝人，並與李康生共同主演電影《沙西米》。波多野

結衣本人在得知這份工作機會後，則表示對於自己有機會回報臺灣

的朋友感到期待與開心。 

肖像授權 

    由於沒有適合的照片，使得經紀公司改以波多野結衣的色情片

封面為「天使造型」，但這在後來引起部分爭議。 

    戴季全表示一開始並不認識波多野結衣，直到注意到「暗黑林

志玲」稱號後才知道兩者為同一人。而關於此案戴季全則表示其底

線為符合臺灣法律，不過他本人考量到波多野結衣在臺灣以及網際

網路上有著極高人氣和廣大知名度，以及其人形象清新且唯美，因

此認為這樣的悠遊卡商品能夠獲得社會大眾的關注。 

    因此悠遊卡公司主動向代理波多野結衣的商品東櫻創意行銷有

限公司邀約，在與波多野結衣經紀人呂季樺商談公益企畫案時，悠

遊卡公司主要是朝向經紀公司授權肖像照片給悠遊卡公司銷售發行

的方向進行討論。最後經紀公司安排波多野結衣在 6月前往臺灣，

以拍攝悠遊卡所要使用的照片。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90%E4%BA%BA%E5%BB%A3%E6%92%AD%E7%8D%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5%BA%B7%E7%94%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8%A5%BF%E7%B1%B3_(%E9%9B%BB%E5%BD%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2%96%E5%83%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B4%E5%AD%A3%E5%85%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5%A4%9A%E9%87%8E%E7%B5%90%E8%A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5%BF%97%E7%8E%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5%BF%97%E7%8E%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B2%E9%9A%9B%E7%B6%B2%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B2%E9%9A%9B%E7%B6%B2%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2%A0%E9%81%8A%E5%8D%A1%E5%85%AC%E5%8F%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5%A4%9A%E9%87%8E%E7%B5%90%E8%A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D%B1%E6%AB%B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93%E7%B4%80%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93%E7%B4%80%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2%96%E5%83%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93%E7%B4%80%E5%85%AC%E5%8F%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


    其中由臺灣攝影師拍攝 4個系列主題，包括有讓波多野結衣穿

著白色和黑色的低胸與露背洋裝的天使和魔鬼主題造型之照片，並

且把毛片提供給悠遊卡公司挑選。但由於悠遊卡公司對於在臺灣拍

攝的天使系列作品中並沒有青睞的照片，而只在惡魔造型中找到理

想版本的照片，因此東櫻創意行銷有限公司則向日本經紀公司請求

重新授權。日本經紀公司方面則依照全新且未曝光的要求，決定提

供不曾在日本以外的亞洲地區授權發表過的圖像。最後選中廣受歡

迎的系列色情片作品《甜蜜中出同居生活·波多野結衣》封面照

片，作為為悠遊卡的使用圖像挑選。 

    東櫻創意行銷有限公司在認定該張照片可以使用後，便將檔案

提供給悠遊卡公司。悠遊卡公司以此照片設計成 2款悠遊卡，並且

個別推出 1萬 5千張卡片，計畫在 9月 1日透過網際網路、便利商

店等通路販售。 

    不過在過去名人悠遊卡通常一款不會發行超過 5,000張，而悠

遊卡公司內部評估能賣到上萬張者，僅有樂團五月天或歌手周杰倫

等少數藝人；而在這系列悠遊卡發行前，只有王建民在最著名的時

候曾發行過 1萬 5千套悠遊卡，但是當時採取分成三個時期、而個

別發行 5,000套不同版本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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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悠遊卡公司還定調此次販售的悠遊卡為公益性質，卡片的

販售盈餘在扣除必要的管銷費用後會捐給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

會、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以及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 3個公益團

體]。 

照片爭議 

 

臺北市長柯文哲表示，此事全部交由悠遊卡公司處理。 

    8月 26日，《壹週刊》在報導中首次提到悠遊卡公司邀請波多

野結衣代言悠遊卡的消息。然而在文章中也提到，悠遊卡公司對於

客製化卡片的審查，明文規定圖像內容和訂製計畫不得涉及猥褻、

暴力或其他違反公序良俗。 

    然而由於悠遊卡並未限制購買年齡，這使得《壹週刊》認為這

一系列悠遊卡卡片正式發售後，將會在社會引起不少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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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界隨即質疑悠遊卡公司發行印有 AV女優照片的新卡片，其圖

片內容可能有過度裸露等疑慮，而與原本悠遊卡公司所要傳達的公

益形象不符合；同時批評者認為透過便利超商和網際網路等通路販

售，將使得未成年族群可以輕易購買這套卡片。 

    26號上午，臺北市市長柯文哲在里長座談會上接受新聞媒體詢

問波多野結衣照片使用在悠遊卡一事時，表示自己並不認識波多野

結衣；不過事前要求悠遊卡公司董事長戴季全業務成長要達到

100%，後續做法將會全權交由其處理而不會干涉，也因此他本人並

不知道悠遊卡公司的計畫詳情。柯文哲也表示過去統計指出使用悠

遊卡的女性有 65%至 70%，相比之下男性較少搭乘公共運輸，不過他

也不確定戴季全的做法是否有效。之後悠遊卡公司發言人林筱淇表

示這些所得將全數捐贈給 3個公益機構，照片內容會以清新唯美的

風格推出，再加上此款悠遊卡發售具有公益性質，因此呼籲社會以

正面健康的角度看待。她亦表示這次悠遊卡與即將擴大營運範圍的

一卡通沒有關係，也並非新聞媒體所報導的代言，同時她認為外界

將這系列卡片形容猥褻的說法對於波多野結衣來說相當不公平。 

    同時悠遊卡公司也首度表示將在 9月 1日正式舉辦記者會，同

15,000套、包含 2張悠遊卡的套裝卡片將會正式透過便利商店開放

預購。不過之後則有網友在批踢踢八卦版上貼文表示，發現在悠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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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公司公布的兩款悠遊卡中，其中一款「天使造型」的白色洋裝照

片是波多野結衣過去色情片的作品封面照，而與原先悠遊卡公司所

表示由攝影師拍攝的說法不同，這個消息一傳出立刻引起許多人討

論熱議。 

    在對於這件消息進行查證後，當天晚上發言人林筱淇表示將會

暫緩引起爭議的波多野結衣「天使造型」公益悠遊卡的上架作業，

計畫在重新設計後另外推出新版本。不過臺北市議會議員開始針對

波多野結衣限量悠遊卡事件，除了質疑悠遊卡公司董事長戴季全是

否適任外，也認為戴季全應該公開道歉。 

發表聲明 

    在 8月 27日上午 10時，悠遊卡公司董事長戴季全、東櫻創意

行銷有限公司的社長鈴木光壹和波多野結衣經紀人呂季樺在悠遊卡

公司總部召開記者會，針對因為授權上的認知落差而引起爭議的

「天使造型」肖像照片鞠躬道歉；而東櫻創意行銷有限公司表示之

後將會把照片撤下並且安排重新拍攝，但是他亦否認波多野結衣擔

任悠遊卡代言人的消息。而悠遊卡公司董事長戴季全回應表示，有

考慮附帶購買此款悠遊卡必須符合年滿 18歲以上等條件以避免家長

的擔憂，但是有關通路選擇、銷售條件等具體實施辦法則會在整合

各界意見後，重新評估並且研擬適當的處理方式；同時戴季全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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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未來在名人肖像悠遊卡的規劃作業時會更為謹慎小心，並且強調

曾用於其他產品的照片已經獲得經紀公司授權而沒有侵權問題。 

    波多野結衣在 Facebook上張貼的照片，隨即獲得許多粉絲聲援

並且要其不要在意反對言論。這次事件儘管未獲日本主流媒體報

導，在網際網路上則有許多引用來臺灣新聞的討論，而對此日本方

面網友亦有不同的看法。而波多野結衣在透過東櫻創意行銷有限公

司的工作人員獲知風波後，也特別以日語擬定聲明並且透過經紀人

對外發表，之後該份聲明稿亦提供漢語做為翻譯參考。其中聲明內

容中感謝臺灣朋友、粉絲、新聞媒體長期以來的支持，同時還表示

透過聲明只想要將自己的真情和心意讓臺灣朋友理解，而並沒有其

他用意。不過對於這次意外引起的爭議，她則在聲明稿中表示： 

「而我也非常了解，或許因為我在日本的職業是 AV女優，所以有相

反的意見產生因為我的職業是 AV女優而會持有反對意見的朋友也有

在。只因為我是 AV女優，難道我不能參與善意的活動貢獻於社會

嗎？難道我不能對於我愛的台灣付出行動來報恩嗎？」 

——波多野結衣 

    而在下午，悠遊卡公司表示波多野結衣「惡魔造型」公益悠遊

卡計畫將發行 15,000張，並將依照原定時間表在 9月 1日上架；而

另一款「天使造型」版本則由於版面重新設計的緣故，因此預計發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acebook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5%A4%9A%E9%87%8E%E7%B5%90%E8%A1%A3


售時間將改為 9月中旬。悠遊卡公司將兩款悠遊卡定價每張 250

元，銷售通路包括有全家便利商店、萊爾富、OK超商等 3家便利商

店，而這系列悠遊卡並不限定年齡購買。而針對因為帶來爭議而暫

緩上架的「天使造型」舊版本的部分，悠遊卡公司則表示總數

15,000張的舊版「天使造型」系列悠遊卡因為版權合法且未曾在臺

灣使用，因此計畫將限定由透過網際網路而在 Yahoo!奇摩上獨家販

售，每張訂價同樣也是 250元，並且發售完後將不會再版。不過露

天拍賣網站上亦出現「天使造型」的波多野結衣悠遊卡，很快地網

友喊價超過 40,000元；對此悠遊卡公司發言人表示接受媒體訪問時

有從倉庫調出數十套悠遊卡作為拍照樣本，事後悠遊卡公司清點時

則有 8套悠遊卡遺失，之後則陸續追回。 

連署批評 

 

臺北市議會多名議員隨即針對這次事件發表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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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中國國民黨籍臺北市議會議員王鴻薇、李彥秀、李新和徐

弘庭等人在下午亦召開記者會，批評悠遊卡公司邀請 AV女優製作悠

遊卡，仍然硬是聲稱是「唯美、清新」形象。對此要求全面停售這

系列悠遊卡的發行計畫，並要求臺北市市長柯文哲負起責任，命令

悠遊卡公司董事長戴季全下台以示負責。其中王鴻薇表示辦公室已

經接獲許多父母投訴，並提到悠遊卡公司聲稱發行波多野結衣形象

的悠遊卡是為了公益用途，但是都無法說明要捐贈給哪些社會福利

單位；而對外宣稱的捐贈對象兒童福利聯盟則表示事先不知情也不

會接受捐贈，因此要求悠遊卡公司應該立刻公布所要捐贈的公益團

體。 

    當天晚間，臺北市議會議員梁文傑則在 Facebook上發文表示，

包括自己和洪健益、阮昭雄、高嘉瑜、黃向群、顏若芳、王閔生、

王威中、謝維洲、陳慈慧、許家蓓、李建昌、李慶鋒、吳思瑤、簡

舒培等 15位民主進步黨籍議員已經聯署，要求悠遊卡公司 9月 1日

停止發售此款悠遊卡，並且在議會開議後針對此案提出報告。其中

參與聯署的議員認為悠遊卡具有社會公益性質，悠遊卡公司也不是

以利潤為唯一目的的民營企業，基於其代表臺北市形象的立場並不

適合成為宣傳色情片演員的平臺，同時悠遊卡公司並未說明此計畫

的公益性以及所要捐贈的社會團體對象。與此同時，包括台灣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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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線和台灣展翅協會也呼籲悠遊卡公司停止製作發行這一系列悠遊

卡。 

在當天晚上，波多野結衣也在 Facebook上留言表示等待事件平靜

後，將會跟社會大眾說明自己的想法。很快地這篇貼文獲得大量網

友前往按讚，並且分別以漢語或日語留言聲援並且表達支持。而對

於此事，臺北市長柯文哲在 8月 28日則表示並沒有直接跟戴季全討

論過，但是作為大股東的臺北市政府已經安排其進行業務報告，相

關處理方式他交由則由戴季全主導的悠遊卡公司自行處理。同時他

認為此次問題是董事會邀請其說明的問題，而個人並不傾向以個案

的方式解決，但是他認為必須解決當前悠遊卡公司的公營和民營定

位之問題。對此他表示會透過這次事件後跟悠遊卡公司董事會商討

這一結構問題，以界定悠遊卡公司往後是採行壟斷悠遊卡事業並回

饋民眾的公營事業方式，或者將來發展成為更具朝向開放態度的民

營企業。 

超商拒賣 

    在面臨許多反對意見後，悠遊卡公司曾經一度考慮撤回這批具

有爭議性的悠遊卡。但是在 8月 28日經過公司內部開會討論後，悠

遊卡公司決定繼續按照計畫推出印有波多野結衣照片的悠遊卡。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0%E7%81%A3%E5%A5%B3%E4%BA%BA%E9%80%A3%E7%B7%9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B1%95%E7%BF%85%E5%8D%94%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AF%E6%96%87%E5%93%B2


    同時在 8月 28日，悠遊卡公司表示波多野結衣共計 3款悠遊卡

卡片的販售餘額，將捐款給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靖娟兒童

安全文教基金會以及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不過之後由於悠遊卡公

司發言人林筱淇在上午前往臺北市議會，並且提供 49套爭議的悠遊

卡發送給議員，引起臺北市議會議員簡舒培在 Facebook上質疑試圖

以 2張未上市的卡片收買的嫌疑。林筱淇在悠遊卡媒體群組內澄

清，是有議員向悠遊卡公司索取，因此基於在召開議會前的問政需

求，才決定提供每位議員可以拿取約 3套悠遊卡，不過基於需要授

權為由拒絕公開提供悠遊卡的議員名單。 

    不過便利商店業者則是接連表態不販賣波多野結衣悠遊卡，其

中首先拒絕販售的統一超商表示，擔心波多野結衣悠遊卡會引起顧

客疑慮，在考量對於門市人員工作的負擔後，一開始就沒有販售計

畫；全家便利商店則是在召開會議後，決定跟進不販售這系列悠遊

卡。OK超商則表示同樣顧慮販賣後會有爭議，因此取消原本計畫在

9月 2日上架的「惡魔造型」悠遊卡計畫，但是會觀察市場需求以

決定是否要引進。萊爾富則表示內部仍然在討論，不過暫時不會有

販賣動作，而最終決定將在 8月 31日上午對外宣布。在原本商談上

架的便利商店業者紛紛表示拒絕販售後，計畫準備上市的波多野結

衣悠遊卡因而失去販售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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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此部分期待藉此收集波多野悠遊卡的民眾則感到失望，亦有

網友批評便利商店販售的部分成人雜誌相對更為色情許多，不過反

對意見則認為有疑慮的商品本來就不適合上架販售。 

    8月 29日上午，柯文哲在接受新聞媒體採訪時表示，建議悠遊

卡公司可以推出新款悠遊卡，民眾很快便會忘記風波。而戴季全在

下午前往臺北東區出席「Easy我行、讓愛悠遊：悠遊卡 x伯大尼築

夢家園公益記者會」時，接受媒體採訪表示，悠遊卡公司仍然持續

洽談通路，並且有可能改以網際網路販售為主，不過最後的決定仍

等待 8月 31日才會決定。而對於外界呼籲戴季全為這次爭議請辭負

責，戴季全表示，當前是盡量努力傾聽意見並且尊重不同看法，悠

遊卡公司則會將這些意見作為事後討論的方向。 

    不過在新聞媒體採訪過程中，愛德曼公關公司總經理杜光凱揶

揄記者「媒體快追喔，不要跌倒喔，不然會吃到狗屎」，引起許多

記者不滿；對此，悠遊卡公司發言人林筱淇表示，杜光凱的不當發

言只是為了提醒記者小心安全，已經請愛德曼公關公司要求杜光凱

致電向媒體道歉。 

    在便利商店一致宣布不販售、悠遊卡公司沒有公布確切銷售通

路的情況下，許多想要購買此款悠遊卡的網友紛紛在悠遊卡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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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專頁詢問購買方式，並且列出列出建議考慮發行的人選名

單。 

電話預購 

為了這次事件，柯文哲先是請教前中華民國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

張榮豐從國際觀點分析的意見。張榮豐建議，儘管色情產品全世界

都有、但是不宜把私人事情拿到公共事務上，對此柯文哲本人也同

意此看法。而柯文哲在詢問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倪重華意見時，

倪重華表示，等波多野結衣之後不再演出色情片後，再登上悠遊卡

封面即可。 

    2015年 8月 31日中午，柯文哲先是與 3名民主進步黨臺北市

議會黨團幹部召開會議，黨團總召集人吳思瑤便質問柯文哲為何不

處理此事。而在當天下午約集臺北市副市長和戴季全見面後，他先

承認因為自己過去不在意性別議題，使得原本應該在 1個禮拜之前

就處理此事，卻以交由悠遊卡公司處理為由往後拖延。對此他認為

發行波多野結衣的悠遊卡並不正確，要求未來已經印好的這系列悠

遊卡不可以公開販賣，同時不得應銷路要求加印、以及不推出原本

計畫重新設計的新版「天使造型」系列悠遊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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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文哲亦表示，悠遊卡公司在推行這一系列波多野結衣悠遊卡

時，除了並沒先行告知臺北市政府外，在事件爆發後臺北市政府也

只能透過 40%的董事表達意見，對此他希望能夠盡快結束這次事件

並且不讓其再度發生。悠遊卡公司之後則表示，引發爭議的波多野

結衣悠遊卡將設置發行門檻，目前 3萬張公益悠遊卡不會透過任何

實體通路或網際網路等通路公開上架販售；而原本計畫的新版本

「天使造型」悠遊卡雖然已經完成設計，但是後續不會繼續製作以

及販售。 

    悠遊卡公司之後決定在 9月 1日凌晨 0時採取電話預購方式，

販賣 1萬 5千套波多野結衣公益悠遊卡，消費者透過電話預購並且

提供基本資料，1人僅限購 4套。悠遊卡公司之後會告知訂購編號

並批次發送簡訊確認，購買者在 9月 3日以前完成轉帳付款，在確

認之後便會寄送限量悠遊卡。 

    9月 1日 0時正式開放電話預購，4時 18分售罄，據統計購卡

專線共有 700萬通電話湧入。不久在網絡上就可以看到有人以幾倍

的價格拍賣波卡。 

府會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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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進步黨籍台北市議員高嘉瑜聽聞在波卡正式公開發售之

前，台北市政府高層即人手一套，並有人替親朋好友索討並大量圈

購。高嘉瑜於 9月 3日發函悠遊卡公司要求提供波卡製作數量、電

話公開銷售數量以及其它用途（如公關）數量。9月 9日，悠遊卡

公司回函稱波卡共製作 15，000套（30，000張），公眾電話訂購

12，005套，其它去向包括：公司員工訂購 500套，公司公關用途

1000套以及公共團購約 1500套。高嘉瑜將這一回函貼在她的臉書

上，質疑悠遊卡公司「暗槓」5分之 1波卡的公平性和正當性，並

要求公布公關名單及標準。 

    9月 16日，台北市政府原定上午 11點公布索取波卡名單，拖

延至 12點半以後送達，且未公布完整名字。中國國民黨籍台北市議

員徐弘庭質疑柯文哲袒護戴季全，說「馮光遠有一天一定會說你跟

戴季全有特殊性關係」，柯文哲怒而槌桌，議場秩序大亂。議長吳

碧珠與國民黨黨團和民進黨黨團協商後，以府會關係不和諧為由宣

布散會；吳碧珠並批評，市政府延遲送達波卡名單而不通知，最後

送達的名單不清不楚，這是欺瞞、藐視議會的行為。17日，經黨團

協商後，市議會作出決議，要求柯文哲在下次質詢與答覆前正式道

歉，另要求市政府以正式公函把波卡公關名單送到議會。吳碧珠並

指出，此次事件因戴季全而起，柯文哲應該思考其用人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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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1日，柯文哲再次赴議會備詢，他先向議會道歉，在接受

議員質詢時又表示已經要求戴季全辭職。22日晚，戴季全發出聲明

稿，宣布辭去悠遊卡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職務、悠遊卡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及董事長職務。23日，林筱淇宣布辭去悠遊卡股份有

限公司發言人職務。 

    9月 25日，悠遊卡投控公司與悠遊卡公司下午召開董事會，經

董事推選，原悠遊卡控股董事長林向愷接任悠遊卡公司董事長，悠

遊卡投控董事長則由台北捷運公司董事長賀陳旦兼任，悠遊卡公司

副總經理李志仁任代理總經理。另外，悠遊卡投控公司董事會決議

退回波卡專案檢討報告，要求更完整的說明；林向愷表示將成立專

案小組以協助監察院和檢調單位對波卡事件的調查。 

調查與懲處 

     104年（下同）9月 1日悠遊卡電話銷售完畢，國民黨議員鍾

小平赴台北地檢署告柯文哲、戴季全涉犯背信、侮辱公署罪。鍾小

平稱柯戴二人發行銷售波卡已經使台北捷運的形象和運營受到影

響，是為背信；二人恣意為之使台北市政府蒙羞，是為侮辱公署。

鍾小平認為柯戴二人不顧朝野議員反對執意銷售波卡，市議會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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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已經遭到閹割只好尋求司法救濟。台北地檢署 10月 8日以證人身

份傳喚了兩名悠遊卡公司工作人員。 

    9 月 23日，台北市法務局消保官室主任消保官陳信誠在接受議

員質詢時說，悠遊卡公司 8月 31日在其官網聲稱有 1萬 5千套波卡

提供電話訂購，但事實上少了 3千套，屬於廣告不實，已依據《消

保法》要求悠遊卡公司改善，另外，依據《公平交易法》市府已將

此案移送公平會查察，若確實違法，可處 5萬元至 5千萬元罰款。 

    10月 1日，悠遊卡公司向台北市議會交通委員會提交了檢討報

告，議員們認為這份報告太粗糙，對許多重要問題未給出答案，決

議退回。 

    105年 2月 24日公平交易委員會針對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刊登

電話預購「波多野結衣悠遊卡」活動廣告，就商品之數量為虛偽不

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處新臺

幣 50萬元罰鍰。 

評論 

職業形象 



 

中國國民黨黨團副書記長王育敏批評儘管波多野結衣已經拍攝多部

色情片，但悠遊卡公司仍然要為此辯駁。 

    立法院中國國民黨黨團副書記長王育敏指稱波多野結衣拍攝近

1,200多部色情片，然而悠遊卡公司仍然表示這是健康、清新、唯

美的做法，家長乃至於部分臺灣民眾完全沒有辦法接受這項說法；

而儘管悠遊卡公司表示販售的金額將捐給公益團體，但是她指出已

經有公益團體出面否認，並且明確表明無法接受用 AV女優封面販售

獲得的資金。對此王育敏表示代表中國國民黨團要求悠遊卡公司不

應該繼續販售這樣的悠遊卡，而由柯文哲指定的悠遊卡公司董事長

戴季全必須負起完全善後的責任，柯文哲也應該就悠遊卡使用 AV女

優照片而向臺北市市民道歉。中國國民黨籍臺北市議會議員李彥秀

則表示柯文哲要求戴季全提高 100%銷售量，這樣的做法確實能夠達

到銷售目的，但是原先不認識波多野結衣的孩童也因而認識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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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她認為悠遊卡公司有 40%以上的官股，因此應當要負起一定的社

會企業責任。 

    前中國國民黨籍立法委員邱毅批評臺北市市長柯文哲和悠遊卡

董事長戴季全使用的下流手法，完全汙穢了過去悠遊卡的優良公益

形象，同時他還在政治評論節目上提到這是透過性幻想以製造營業

額。現代婦女基金會則表示悠遊卡公司屬於公營事業，然而卻透過

納稅人的錢販賣性想像以刺激消費，並且最後以公益名義販售試圖

模糊焦點；同時還認為公營企業在營運時應該兼顧社會責任，而臺

北市性別平等辦公室和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應該針對此案要

求相關單位檢討修正，以在未來相關的廣告行銷中更具性別意識。

而一劍浣春秋指出出身 AV女優的波多野結衣在臺灣以轉型為目標，

主要朝向電玩、電影、音樂產業發展，試圖以與日本不同的發展模

式包裝成「清純、唯美」的形象；不過他也指出日本對於色情片產

品有很多限制，不太可能讓未成年民眾接觸，因此認為這次悠遊卡

行銷手法引起爭議也是正常的現象，但認為透過這個話題能夠成功

吸引臺灣和日本的民眾搶購。 

    朱學恆則在 Facebook上批評悠遊卡公司的說詞，對此表示：

「悠遊卡公司可以瞎掰說波多野結衣在台灣形象清新唯美？是把我

當白痴嗎？」不過音樂人許常德之後則於 Facebook貼文，主張 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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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優是有納稅的正當職業而不應當用清新等用詞評論，並且亦認為

朱學恆批評波多野結衣的言論沒有理由。 

    氣象主播李富城則在 Facebook上批評波多野結衣是妓女，並表

示：「臺灣沒有你感恩的必要，日本很須（需）要你，回日本去拍

片就好啦。」對此則有不少網友批評並質疑其評論的立場，之後更

有與其同單位服役者表示李富城過去上班時便以色情片巴結長官。    

    藝人天心則在 Facebook上質疑悠遊卡公司邀請 AV女優代言的

做法，然而網友則抨擊其過去則是以裸拍寫真獲得名聲，對此天心

則是刪除文章並且發文道歉。 

    律師呂秋遠則在 Facebook上對於反對意見進行回覆，強調 AV

女優在日本是合法的職業，相對地臺灣絕大部分男性沒有支付版權

費便透過這些色情片滿足慾望；對此他認為許多不在意過去欺騙民

眾的政治人物，而是批評 AV女優照片放在悠遊卡上一事。 

    社會民主黨臺北市立法委員參選人苗博雅批評說，對於把波多

野結衣照片印在悠遊卡上所引起的爭議都並非她本人的問題，而有

問題的是把色情片演員不視為人看待的人，並認為最後由沒做錯事

情的女性承擔凸顯出性別問題；不過她也認為悠遊卡公司此次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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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活動，從開始就就僅計畫透過 AV女優的爭議性以增加曝光度，而

沒有思考要帶給社會的概念和價值。 

    過去支持女權主義的媒體人曲家瑞則認為卡片設計很美，並且

公開支持波多野結衣並呼籲其不要在意外界眼光，認為因為自身有

價值才會受到其他人批評。 

    遊戲實況主李秉潔則同樣公開聲援波多野結衣，並且認為反對

人士所稱的這款悠遊卡會讓孩童不良發展，實際上是其本人的教育

問題所造成的。 

    《男人幫》國際中文版則在 Facebook上舉辦「無限期支持波多

野結衣！男人們（女人也行），用愛回報她吧！」活動以聲援波多

野結衣，邀請網友於活動頁面上留言並且張貼波多野結衣照片以表

達支持；《男人幫》國際中文版亦主張當人面對慾望時必須誠實和

坦然，認為只有理解慾望並且審視與掌控慾望，才能夠不讓慾望變

成邪惡，同時認為家長能夠教導孩童正確的價值觀。 

人物選擇 

     中國國民黨籍臺北市議會議員汪志冰認為悠遊卡公司為了擴大

男性使用悠遊卡的比例並衝高業績，而特意另外投入資金邀請波多

野結衣代言悠遊卡，然而此舉能否收到預期的效果儘管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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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她也提到政府單位對外發行的商品必需考慮公益性與普及性，

因此應該要有基本的莊重，而不應當以爭議性的手段以吸引男性消

費者和業績。 

    曾任悠遊卡公司董事長連勝文特別助理的臺北市議員徐弘庭則

表示，悠遊卡公司宣稱以波多野結衣的清新形象宣傳，卻使用 AV女

優作品的封面照片，認為從中可以見到公司管理不當；同時他還批

評悠遊卡公司計畫發卡以增加業績的決策失當，質疑戴季全不適任

悠遊卡公司董事長。 

    臺北市議會議員李新則批評臺北市政府並非商業團體，悠遊卡

公司也不是純營利機構，即便可以運用多種新興的行銷手法和創

意，但是認為不適合以引起社會爭議的方式進行行銷。 

    民主進步黨籍臺北市議員吳思瑤表示隨著公共部門的政策支

持，使得悠遊卡公司營運據點快速增加，而悠遊卡業務也從傳統的

交通票證擴充成為電子錢包；對此她認為如果是為了因應高雄市的

一卡通競爭而提出對策，悠遊卡也不應當選擇藉由代言人物增加人

氣的廉價操作，而應當重視提升服務品質與擴大回饋措施。 

    民主進步黨籍臺北市議員梁文傑則認為 AV女優能夠拓展演藝空

間並不是壞事，而邀請其代言也的確能夠造成話題性；但是他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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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多野結衣拍攝的色情片仍然不能夠在臺灣販售，因此在尚未修

改法律前由政府帶頭宣傳並不妥，同時他也表示搭乘臺北捷運的乘

客有很多中小學生。之後他更進一步指出悠遊卡公司以前也找過形

象健康的羅志祥和郭采潔免費代言並提供授權，而不認同這次另外

提出高額價碼邀請 AV女優，並且在爆發爭議後還表示其形象清新。 

     親民黨籍臺北市議員林國成在 Facebook上表示悠遊卡公司因為

有 40%股份在政府部門而應屬於半公營企業，認為一般民眾已經將

悠遊卡的形象和政策拿來代表臺北市政府，因此在做任何業務推廣

或是形象廣告時都要特別謹慎；同時他也表示既然要發行公益悠遊

卡則應當尋找不會起爭議的人選，然而悠遊卡公司在管理和危機處

理上並未考量到代言人可能引起的爭議，不過他也強調 AV女優的職

業在這次爭議中完全沒有任何的錯誤和問題。 

    不過媒體評論人鍾年晃指出悠遊卡公司的定位屬於民營公司，

官股只佔其中的 40%左右，因此其所發行的限量卡屬於商業行為，

在沒有違反發卡辦法的情況下臺北市議會議員不需要特別批評；同

時他也強調相較於即將上市的兩張照片，在路上便可以毫無限制地

見到更為裸露、猥褻、更引人暇思的圖像。 

    獨立樂團拷秋勤則在 Facebook上列舉 17項臺灣藝人爭議事

件，藉此暗中諷刺臺灣本身的藝人素質差並且亦有酒店、援交、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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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等行業存在，然而有許多人仍然繼續批評在日本合法且敬業的職

業 AV女優。 

公司結構 

    前柯文哲競選辦公室政策部總監張景森在 Facebook上指出，悠

遊卡公司實際上屬於私人公司，公股和財團股份分別佔 40%與 60%，

然而悠遊卡公司仍然可以壟斷臺北捷運、臺北市市區公車等電子票

券，從而經營小額現金卡業務。對此他認為，悠遊卡公司利用政府

資源替財團賺錢，相對地臺北市政府僅獲得一小部分獲利。 

    柯文哲則表示，悠遊卡公司基本上是一半公營、一半民營的結

構，主要是利用臺北捷運壟斷事業的基礎上架構經營，而當前悠遊

卡的業務量亦跟臺北市政府的推動有密切關係。對此他則曾經告訴

戴季全在這幾年盡可能擴充營業額，但是不要增加主要被財團取得

的營利金額，避免過高的獲利反而引起爭議。 

之後柯文哲更表示，以純粹商業行銷的角度來看，花費新臺幣 45萬

元便使臺灣報紙報導 1個禮拜並在社會引起許多討論，這時如果悠

遊卡公司是全部民營的公司將會是成功的行銷手法，然而當其是公

營的公司時則有可能受到臺北市議會監督，進而可能引發上級機關

的政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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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進步黨籍臺北市議員王威中則質疑，悠遊卡公司聘請攝影

師拍照，所拍出來的成品卻沒有能夠使用的照片，導致後來傳出照

片實際上是使用色情片封面，認為除了管理問題、甚至懷疑其中是

否涉及貪瀆或不法；同時他還批評，他向悠遊卡公司調閱資料，要

求說明波多野結衣悠遊卡整個企劃案所花費的資金，悠遊卡公司卻

以機密為由拒絕提供。 

莎拉波娃服禁藥 3 大贊助商合作喊卡  

作者新聞中心 | 鉅亨網 – 2016 年 3 月 9 日  

    俄羅斯網球巨星莎拉波娃周一(7日)主動承認，在今年 1月澳

洲網球公開賽的藥檢未過關。她自稱因健康問題，10年前起獲醫生

處方心臟病和糖尿藥物「米屈肼」(Meldonium)，未留意到該藥今年

元旦起被列為禁藥，犯下「重大錯誤」。禁藥風波動搖莎拉波娃的

體壇賺錢女王寶座，Nike、保時捷和 TAG Heuer等主要贊助商紛紛

與她中止合作。國際網球總會宣布，本周六(12日)起禁止她參加比

賽，最高可能面臨停賽 4年的處分。 

    香港《明報》綜合報導，28歲的莎拉波娃(Maria Sharapova)

在洛杉磯萬豪酒店召開記者會，承認未能通過藥檢。她解釋，自己

在 2006年經常不舒服，心電圖異常，身體缺乏鎂質，並有疑為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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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的糖尿病跡象，因此接受一種名為 Mildronate的藥物及其他治

療。這款藥的另一名字就是今次涉犯禁的「米屈肼」(meldonium)。

她強調，這款藥此前一直不在世界反禁藥組織(WADA)的禁藥名單，

「我一直合法服用這藥，可是在元旦起，規則改變了，米屈肼成為

受禁制物質」。 

    「我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我犯了重大錯誤。」莎拉波娃稱，去

年 12月 22日收到國際網球總會(ITF)電郵通知，但未有按入資訊連

結，「錯過」發現米屈肼新近被列為禁藥的機會。她說：「我知道

會有後果，不想以此結束職業生涯……我只能怪責自己，我令我的

支持者失望。」 

    ITF發表聲明，確認莎拉波娃在今年 1月 26日(即在澳洲網球

公開賽八強輸給莎蓮娜的當天)向「網球反禁藥項目」(TADP)提供樣

本，化驗證實對「米屈肼」呈陽性反應，因此按例在 3月 2日向莎

拉波娃提出指控，並決定要她由本周六(12日)起暫時禁賽，直至另

行通告。 

    國際女子職業網球協會(WTA)總裁西蒙(Steven Simon)對消息感

到傷心，稱相信莎拉波娃是正直的人，但作為球員她有責任了解吸

入身體的東西是否違禁。 



    莎拉波娃近年傷患纏身，本屆澳網出局後便一直因傷未有出

戰，其團隊日前稱會有「重要宣布」，外界一度揣測她打算宣布退

役。 

    香港《文匯報》綜合外電消息，莎拉波娃才貌兼備，在網壇

「吸金力」極強，獲多個著名品牌聘為代言人，《福布斯》估計她

去年收入高達 2950萬美元。但爆出禁藥醜聞後，包括 Nike、豪雅

表(Tag Heuer)及保時捷等廣告商紛紛與她割蓆，由於她近 8成收入

來自代言，若以她去年收入計算，一旦廣告商紛紛跟隨割蓆，估計

她將損失高達 2360萬美元。 

    Nike發表聲明，稱對莎拉波娃涉用禁藥感到驚訝及難過，調查

期間將暫停與她的合作。莎拉波娃出道初期已跟豪雅表合作，擔任

品牌代言人 12年之久，贊助合約去年底到期後雙方洽談續約，但豪

雅表昨日表示將終止洽談。保持捷亦表示，暫停以莎拉波娃作品牌

大使，對事件表示遺憾，若未來有新發展，會再作分析。 

    除代言損失外，國際網聯亦規定若球員未能通過藥檢，比賽結

果將自動取消，排名積分及獎金作廢，意味莎拉波娃將失去 29.8萬

美元澳網獎金。不過，美國體育市場學專家斯旺加特認為，莎拉波



娃的商業價值仍然龐大，估計她仍會有一定收入，情況較捲入禁藥

醜聞的田徑或單車選手理想。 

    現年 28歲的莎拉波娃成名甚早，17歲便在溫網場上擊敗莎蓮

娜威廉絲(小威廉絲)，奪得職業生涯首個大滿貫冠軍，翌年更成為

首位世界排名第一的俄羅斯女網球手，然而她的童年絕非一帆風

順。 

    莎拉波娃雙親生於白俄羅斯，1986年發生切爾諾貝爾核災，舉

家因而遷至俄羅斯索契。她 4歲時首次握拍打網球，展露驚人天

份，不久即獲「前一姐」娜華蒂露娃賞識，鼓勵她到美國佛羅里達

州著名 Nick Bollettieri網球學院受訓。莎拉波娃父親於 1994年

向朋友借 700美元，攜同當時只有 7歲的她赴美，靠洗碗讓女兒追

逐網球夢。 

    莎拉波娃 9歲時獲 IMG網球學院賞識，資助她入讀 Nick 

Bollettieri網球學院。她 14歲首次亮相職業賽，2003年世界排名

已升至前 50位，並先後於日本及加拿大贏得巡迴賽冠軍。2004年

溫網一役令她聲名鵲起，兩年後她贏得美網冠軍，2008年澳網冠軍

後因肩傷暫別，2012年復出旋即在法網奪冠，並於 2014年再奪法

網，是全球第 10位奪得四大滿貫的女球手。 



    不過莎拉波娃在情場上卻不如球場般如意，雖然先後與美國樂

隊 Maroon5主音 Adam Levine、NBA湖人前射手禾積斯及有「小費德

勒」之稱的保加利亞網球手迪米杜夫傳出戀情，但均無疾而終，至

今仍是單身。 

    這次禁藥風波，背後極可能牽涉美俄政治角力。莎拉波娃服用

的心臟病藥「Meldonium」(米屈肼)已有數十年歷史，在拉脫維亞生

產，雖然不獲美國許可，但在俄羅斯和烏克蘭等東歐地區非常普

及，可輕易購得，只有高劑量版本需要醫生處方。去年一項由美國

奧委會、美國職棒大聯盟及美國反禁藥機構資助的研究，指控

Meldonium有助提升耐力和加快運動後復元時間，未幾總部設在加

拿大的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便宣佈把它列為禁藥，今年 1月 1

日起生效。 

    Meldonium主要用作治療局部缺血，但亦會增加用藥者的氧氣

吸收量，服用大劑量便能提升運動表現。禁令生效後，連同莎拉波

娃在內，已經先後有 9名運動員因 Meldonium而未能通過藥檢，當

中包括多名俄、烏運動員。 

    俄羅斯運動員近月多次被指服用禁藥，WADA去年 11月指控俄

羅斯田徑界有經由國家主導、有組織及系統使用禁藥問題，導致俄



羅斯遭國際田聯禁賽。俄羅斯體育界一直有意見認為，連串禁藥事

件是美國為首的西方體壇對俄羅斯的迫害。 

 

 

 

 

 

 

 

 

 

 

 

 



一、相關文獻探討 

1.1 廣告 

廣告是企業與消費大眾溝通的工具，亦是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橋

樑，企業時常藉由廣告活動來刺激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廣告是透過

媒體來進行訊息的傳輸，其目的在於建立、強化或改變視聽眾的認

知、態度或行為，亦即廣告是針對目標視聽眾執行溝通任務的一系

列活動，進而說服、影響收訊者，塑造有利於商品銷售的環境，達

成目標消費者(潛在顧客)購買的最終結果。 

美國行銷協會(The Committee Definitions of The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 1984)所提出的定義為：經由認定的廣告

主（通常是產品廠商）對其產品（包括商品和服務）或觀念，透過

各類大眾媒體，針對一特定視聽眾（亦即消費者）所進行的非個人

傳播活動。而傳播活動通常是在付費條件下形成，其傳播性質多以

說服或影響消費者為主。 

    綜合各家學者[Engel, Blackwell & Miniard, 1990; 

Kolter,1999]的說明，本研究可以歸納出一個較為共同認定的”廣

告”定義為：廣告是一個組織和它的產品，透過各種大量的傳播媒

體來傳達訊息給目標觀眾或聽眾，滿足消費者或利用者的需求，以

形成有利態度或引起行動意圖。 



1.2 推薦式廣告 

代言人的特質與產品相互配合是決定廣告溝通效果的重要因素

[Kalra and Goodstein, 1998; Kaminsand Gupta, 1994; Sengupta 

et al., 1997; Till and Busler, 1998]。因此，廣告代言人的選

擇是廣告的重要決策；廣告可以藉由代言人的角色將產品的功能、

特色表現出來，讓視聽眾了解產品，並產生購買產品的意願。廣告

代言人適時的運用，可發揮的實質效益相當大，有事半功倍的作

用，一方面能強化廣告所透露的訊息，加深消費者對品牌認知的印

象；另一方面也能塑造品牌的獨特個性，加強消費者的購買慾望。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看到許多廣告運用具有專家、真實產品

的使用團體，或用明星為產品代言，這種利用代言人的廣告手法，

是廣告主期望能達成品牌知名度的提升，使產品表現出差異化形

象，促使消費者的人格特質與品牌形象間產生連結效果，甚至產生

行為規範性的影響，於是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和行銷人員將注意力放

在廣告中使用的代言人（Spokesperson）或推薦人（Endorser）

上，並為其提出理論基礎。 

 

 

 



1.2.1 推薦式廣告的理論基礎 

Mowen, Brown & Schulman（1980）是以平衡理論（balance 

theory）來解釋消費者、推薦人及產品間的三角關係。平衡理論是

社會心理學家Heider（1958） 提出，又稱P-O-X 理論，P 代表自

已，O 代表對方，X 是介於P 與O 之間的第三者或態度對象物(包括

人、事、物或觀念)。由圖1.1 所示。 

 

 

 

圖1.1 平衡理論示意圖   資料來源：Heider, F.（1958） 

 

    三者之間關係是否平衡，要視兩兩之間關係是正（肯定、喜

歡）或負（否定、不喜歡）而定，若三邊關係皆為正，或兩個為負

一個為正，即是平衡狀態。即三邊關係符號相乘，乘積為「正號」

即為平衡狀態；若三邊乘積為「負號」，則表示處於不平衡狀態。 

p 自己

x 客體o 對方



Mowen and Brown（1980）分別以產品、消費者與推薦人取代P、O、

X 來說明推薦式廣告中這三種角色的關係。如圖1.2 所示。 

 

 

 

圖1.2 平衡理論在推薦式廣告之應用 

      資料來源：Mowen et al, 1980 

    由平衡理論中得知，推薦人在廣告中對產品所表現的態度一定

是『正面』的，此外，廣告主也會聘請對其目標顧客具有說服力的

人物來為產品代言，所以當消費者對推薦人有強烈好感，而推薦人

又能與產品緊密結合時，推薦效果最為顯著，因為三者態度一致，

會加強消費者對產品的好感。反之，若消費者原本對產品態度是負

面的，但見到喜愛的推薦人在廣告中推薦該產品，此時三者便處於

不平衡狀態。 

認知上不平衡所導致的焦慮心理會促使消費者改變對推薦人的態度

產品

推薦人消費者



或是對產品的態度，以達到平衡狀態。若消費者所選擇的是改變對

產品的態度，便能達到廣告的目的。 

1.2.2 推薦式廣告的說服力來源因素 

在推薦式廣告中，主要的訊息來源就是代言人。依據Freiden

（1984）提出，廣告代言人一般可分為四種類型： 

1.名人（Celebrity）：指成就領域與推薦產品無直接相關之公眾知

名人物。 

2.公司高階經理（CEO）：企業本身的知名度或規模，可以影響到消

費者之注意力。 

3.專家（Expert）：其專業知識與權威，讓人相信其對產品的贊同

是出於專業的判斷。 

4.典型消費者（Typical Consumer）：指一般大眾，由於與觀眾處

於相似的地位，讓人覺得自然，未經掩飾，可以採信。 

學界對於名人作為代言人具有行銷效益的相關研究，整理如表2.1。 

 

 

 

 

 



 

 

 

 

 

 

 

 

 

 

表1.1 名人代言人效益之相關研究 

由表1.1 可知名人代言對廣告效果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練乃華(1990)的研究發現，名人廣告效果在各方面均明顯優於

學者 研究發現 

 促使廣告變得可相信 

 對於品牌產生正面態度 

 一個主要的名人代言人，具有

影響產品獲利能力的潛力。 

 在成熟的市場，使用名人代言

人代言產品，可望獲得高於產

業平均的銷售與利潤成長；而

這些成長來自產業中競爭對手

銷售與利潤的下滑。 

 代言人的效果對於消費者喜歡

廣告本身的印象，不僅有正相

關並具有更大的影響力。 

 代言人可信度與消費者對品牌

的態度有正相關，並且據以傳

達給消費者對廣告的態度。 

 代言人的可信度效果，受到代言人

與產品之間互動關係的影響。 

 具有高度吸引力的廣告代言人，消

費者往往產生較具有可靠性的認

知。 



專家和消費者。陳志劍(1993)指出，無論在廣告認知、廣告情感與

產品整體態度上，名人推薦均有最佳的效果。蔡燕婷(2000)提出名

人代言在推薦人記憶、廣告態度、購買意願方面，有最好的效果。    

    McCracken（1989）認為當消費者處理從廣告上得來的訊息時，

廣告主利用消費者對該名人代言人的印象，來決定對該產品的印

象。這種從對代言人的印象，轉移為對產品的印象，即是使名人代

言如此有效的原因。因此本研究選擇名人做為研究之自變數。 

    代言人可信度是廣告中常被用來影響消費者的態度及購買意願

的一種方法[Laffery & Goldsmith,1999]。因此，許多廣告主就利

用代言人可信度說服消費者去購買公司所廣告的產品[Ohanian, 

1990]，或藉由廣告來增加消費者對產品的態度，引導消費者對產品

正面的認識。Goldsmith, Laffery, & Newell（2000）的研究中，

亦證實代言人可信度與消費者對廣告態度有正相關，因而消費者是

否信服是最主要的關鍵所在，故以下就要探討影響消費者對訊息來

源(廣告代言人)的可信度來源因素。 

    數十年來，專業性與可靠性一直被學者們一致地涵蓋在可信度

議題的概念中。Ohanian(1990)提出，代言人的可信度，來自主要的

三構面：專業性、可靠性與吸引力。他建議加入吸引力的原因，是

由實驗證明，較具肢體吸引力的溝通者（physically attratvie 



communicators），通常較會被喜愛，並且在對消費者觀念的改變與

對產品的評價方面，較有正相關的影響。 

    Keller(1998)曾經提出，將代言人第三項構面的可信度來源因

素「吸引力」，解讀為令人喜愛的程度(Likeability)，並使用「受

歡迎的、有吸引力的、美好的、活潑的」來形容吸引力。 

    綜合以上文獻在代言人可信度來源因素相關領域的探討，雖然

學者提出的代言人可信度來源因素說服力的構面看法不太一致，我

們仍可歸納出可靠性、專業性及吸引力是幾個影響說服力的重要因

素。可靠性是消費者認為廣告代言人所具有的客觀、公正與誠信程

度；專業性被定義為廣告代言人具有其論證產品之專業知識的程

度；吸引力指消費者認為廣告代言人對於產品/服務具有吸引力，可

以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力。本研究以可靠性、專業性、吸引力、令人

喜愛做為衡量廣告代言人的指標。 

 

1.3 顧客價值 

1.3.1 顧客價值之定義 

近幾年來有關顧客價值的研究在消費者行為中越來越受到重視，亦

是瞭解消費者最有效的工具之一[Durgee, 1996]。學者對「顧客價

值」的定義各有不同的看法，綜合各學者對「顧客價值」的定義可



知，部分學者認為顧客價值來自於顧客對於「所知覺到的收穫」與

「所付出的代價」二者的差值，而有些學者則認為顧客價值來自於

顧客需求被滿足的程度，由於顧客的需求不盡相同，顧客價值也就

因人而異。 

 

1.3.2 顧客價值之衡量 

綜合不同學者對於顧客價值之衡量構面的看法，可得知一般學者對

顧客價值的分類構面皆包含情感性、功能性之構面，因此本研究將

採用這二種顧客價值衡量構面為研究之自變數，藉以了解廣告是否

影響了消費者之購買意願。以下即針對功能性與情感性價值，加以

說明。 

1.功能性價值 

功能性價值強調的是商品本身所具有的實體、效用或功能價值。當

一個產品或品牌具有某些功能上的屬性，且能滿足消費者使用該產

品功能上的目的，則此產品即具有功能性價值[Sheth, 1991]，且其

是消費者所選擇購買與否的最重要因素，如性能、用途或屬性。 

2.情感性價值 

情感性價值強調一種感覺或感情狀態。當產品具有改變消費者情感

或情緒上狀態的能力或效用時，則具有情感性價值[Sheth, 1991]。 



情感性價值的激起大部份受廣告內容[Sheth, 1991]和服務環境的氣

氛( atmosphere )引導 [Foxall &Greenley, 1999]。不同的廣告內

容與特殊的環境氣氛可能引發消費者正向的情感回應，如忠誠度、

懷舊、興奮，而負面的情緒如恐懼、罪惡感、憤怒；消費者對環境

所產生的情感回應可能直接導致其消費與否的決定，所以廣告意涵

的傳遞和消費環境的設計，對情感性價值產生與否有很大的關聯。 

因此提出以下 

假設： 

H1：廣告代言人對情感性價值有正向關係。 

以往功能性價值一直是業者及消費者關注的重心，但隨著消費環境

變化以及消費個性化的情況下，消費者除了關注產品本身所具有的

功能性價值外，更在乎的是產品所具有的附加價值，以及商品所代

表的意義為何。因此除了功能性價值外，情感性價值亦是消費者關

注的重點。 

Rose(1994)的研究指出價值對消費者購買流行商品的行為產生影

響。Keng and Yang(1993)針對台灣地區的消費者進行個人價值及消

費行為進行調查，發現兩者有關聯性。江郁芳（1999）亦發現不同

價值導向（工具性及感官性價值）會產生不同的購物決策型態。許

家銘（1998）研究國內大學生消費決策型態與價值觀的關連性，也



發現兩者有顯著相關。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H2：情感性價值對消費者之購買意願有正向關係。 

H3：功能性價值對消費者之購買意願有正向關係。 

1.4.廣告代言人的 5 種特質 

作者林隆儀 |真理大學企業管理系所副教授兼國際事務室主任 

中時電子報 – 2011 年 8 月 5 日  

 

廣告活動常使用代言人，為產品、服務或公司背書。原理即是由

「消費者購買行為常會認同意見領袖」的觀念衍生而來，當消費者

從廣告上得來訊息，常常會參考廣告代言人的形象，決定對該產品

的態度，這種代言人形象的移轉效應，是廣告主器重代言人的重要

原因。常見廣告代言人可區分為 5種類型─ 

1.名人：公司常邀請名人代言廣告，藉由其魅力和知名度贏得消費

者信任。 

2.專家：專家因為個人的職業、專業知識與特殊訓練等因素，使其

具有獨特的社會地位，可以提供消費者某些評估意見。 

3.典型消費者：通常以見證方式為產品或服務背書，他們對所推薦

的產品或服務雖然不一定具有專業知識，但是因為經常使用而累積

相當豐富的經驗，因而具有說服效果。 



4.公司高階主管：擔任廣告代言人可以提升專業性與可信度，強烈

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力，進而影響他們的信賴感。 

5.象徵物：公司也常將某一象徵物刻意塑造生動化或擬人化，激起

人們的認同與喜愛，達到為產品代言的目的。 

廣告代言人的影響力又可區分為跟隨、認同、內化等 3種模式。 

跟隨是消費者希望被某一特定團體所接受，積極改變自己的行為模

仿之，因而產生社會化影響力；認同是消費者喜歡或仰慕某位代言

人而刻意模仿，希望在某些方面與代言人有相類似的特徵，進而接

受代言人所贊同的行為與態度；內化是因為廣告代言人的專業性與

可信度具有說服力，而且某種態度或行為與個人價值觀相吻合，因

此採取與代言人相同信念與態度的社會化過程。 

美國南卡羅來那大學 Terence Shimp教授認為，廣告代言人須有魅

力與可信度之外，還須具備 5種特質─ 

1.值得信賴（Trustworthiness） 

廣告代言人須具有誠實、正直、值得信賴等人格特質，不一定是非

常專業的專家，卻是值得高度信賴的對象。廣告代言人的信賴通常

來自目標消費群所知覺的背書動機，如果消費者認為代言人的動機



值得信賴，則所代言品牌或產品的說服力，必定勝過沒有背書的品

牌或產品。 

關鍵操之在廣告主和廣告公司手上。首先，廣告主須挑選形象清

新，沒有負面新聞，沒有擔任過競爭品牌的廣告代言人，廣泛被公

認具有誠實、可信任、可依賴的代言人，強化信賴的價值。其次，

廣告公司製作背書廣告時須讓消費者覺得是客觀、公正的代言式廣

告，才容易贏得信賴。 

當公司在為理性訴求、經濟訴求、仰慕訴求的廣告選擇代言人時，

通常會把值得信賴的特質列為優先考慮。 

2.專業專家（Expertise） 

擁有特殊技術、知識、能力等特質，值得尊敬，可做為消費者學習

的榜樣，也適合為所廣告的品牌背書。 

和運動相關的產品，通常會選擇運動員做為廣告代言人，例如許多

運動用品廠商邀請老虎伍玆（Tiger Woods）為產品背書；有些和牙

齒保健相關的產品，邀請牙科醫生擔任廣告代言人。 

成功企業家被認為是經營管理專家，應邀出任產品代言人者屢見不

鮮，例如美國的艾科卡先生，台灣的嚴凱泰先生，都曾經為所生產



的汽車背書；趙騰雄董事長為遠雄集團建案背書，蘇一仲董事長為

大金空調代言。 

專家是否為真正專家不重要，重要是目標消費群感受到的背書效

果，被目標消費群公認為專家的代言人，通常都更具有說服效果。

健康訴求、安全訴求、虛榮訴求、自尊訴求的廣告，邀請專業專家

代言更容易激起共鳴效果。 

3.吸引力（Attractiveness） 

魅力、吸引力是廣告代言人不可或缺的要件，常見具有歡樂愉悅特

質的廣告代言人，對某些特定消費群特別具有吸引力。吸引力不只

是身上所散發的魅力或吸引力，還包括目標消費群所公認的任何優

點與美德，例如智慧能力、人格特質、生活型態特質、才藝方面的

優異表現、運動上的傑出成就等。 

目標消費群發現代言人具有吸引力時，透過辨識效應很容易產生說

服效果，例如消費者認同時下許多演藝名人的魅力、行為、舉止、

興趣、喜愛，因而喜愛他們所代言的產品。棒球投手王建民先生的

傑出表現及其所散發的魅力，許多廠商競相邀請擔任產品代言人，

從電腦、商業銀行到臍帶血銀行，不一而足。 



歡樂訴求、浪漫訴求、便利訴求、健康訴求、道德訴求的廣告，邀

請具有魅力的代言人背書，通常會有相乘的廣告效果。許多研究都

證實，由具有吸引力的代言人所背書的品牌，說服效果遠勝過缺乏

吸引力的代言人所代言的品牌。 

4.值得敬重（Respect） 

廣告代言人擁有值得稱讚的特質，或因為個人的人格特質與成就值

得尊敬，都是廣告代言人的良好人選。名人身上的魅力屬於整體吸

引力的形式層面，值得敬重則屬於功能層面，有時候功能層面的背

書效果比形式層面更勝一籌。 

廠商邀請目標消費群所敬重或喜愛的名人擔任廣告代言人，可以延

伸品牌聯想效果，增強消費者對背書品牌的信念與態度，進而可以

提高品牌權益。廠商在企畫仰慕訴求、道德訴求、自尊訴求廣告

時，都會選擇值得敬重的廣告代言人。 

5.相似性（Similarity） 

同理心是代言人一種很重要的人格特質，因為人們比較喜歡和所喜

愛的人擁有共同特性與特質。廣告代言人擁有和目標消費群相同或

相似的特質，最適合用來和特定目標消費群溝通及建立關係，這種

同理心效應也適合用來為產品背書。同理心表示代言人和目標消費



群在年齡、性別、個性、興趣、喜好等方面有高度契合，具有說相

同語言的親切感，容易產生共鳴效果。 

廠商所廣告的產品和目標消費群的喜好不盡相同時，選用具有相似

性的廣告代言人激起同理心，最能夠影響消費者的態度與選擇。虛

榮訴求、健康訴求、恐懼訴求、道德訴求等廣告，常採用代言人的

相似性特質，拉近和消費者的距離。 

廣告是和消費者溝通，透過代言人背書是有效的溝通方式，選對代

言人可以強化廣告效果。參考 TEARS 準則可創造更好的背書效

果。 

 

1-5 典範移轉 

    典範（paradigm）源自希臘詞 paradeigma，意指「模範」或「模

型」。典範是 20 世紀美國哲學家 Thomas Kuhn 的經典著作《科學革

命的結構》（1962）提出的核心概念。Kuhn 提到，許多的著名的科學

經典，如亞理士多德的《物理學》、牛頓的《原理》和《光學》等具有

兩個特徵。 

    一是它們的成就空前地吸引了一批堅定的擁護者，使他們脫離科

學活動的其他競爭模式；二是這些成就又足以無限制地爲重新組成的

一批實踐者留下有待解決的種種問題 。凡是共有這兩個特徵的成就，

Kuhn 稱之爲「典範」。選擇這個術語，意欲提示出某些實際科學實踐

的公認範例--它們包括定律、理論、應用和儀器在一起--爲特定的連貫



的科學研究的傳統提供模型。  

典範不僅是科學研究的必要條件，而且是學科成熟的標誌：只有

當一門學科的研究者（至少是一部分研究者）形成了共同的典範，該

學科才從前科學時期進入科學時期。Kuhn 提到，「取得典範所容許的

那種更深奧的研究，是任何一門科學領域的發展達到成熟的標誌。」  

以某一典範爲基礎的研究活動，Kuhn 稱之爲「常規科學」。常規

科學是指堅實地建立在一種或多種過去科學成就基礎上的研究，這些

科學成就某個科學共同體在一段時期內公認爲是進一步實踐的基礎。  

《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典範」雖然論述的是自然科學，但是，

它一經提出，便成爲哲學、科學史乃至所有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

的典範。Kuhn 提到的「典範」、「科學共同體」、「常規科學」、「典範

轉換」等經典概念，對理清市場經濟學的研究，無疑同樣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義。  

正如前面所說，典範是特定的科學共同體從事某一類科學活動所

必須遵循的公認的「模型」。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觀、基本理論、範例、

方法、儀器、標準等等科學研究有關的所有東西。因此，市場經濟學

的典範本質大致可以分爲以下三類： 

一類認爲市場經濟學是管理學和經濟學的交叉學科；另一類則認

爲市場經濟學是個獨立的應用學科。後者又可進一步分爲兩種觀點：

一種認爲管理學是市場經濟學下面的應用學科；它的研究標的是人們

利用建立在高科技基礎上的、以市場資訊爲主要任務的各種投入與産

出的關係，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各類經濟活動及其運行規律；另一種則

認爲市場經濟學是經濟學下面的應用學科。 



事實上，目前很多市場經濟的研究往往是同時管理學、經濟學再

加上常識來論述市場經濟學。如果說市場經濟學是管理學和經濟學的

交叉學科，那我們首先必須明確管理學及經濟學各別的研究標的、研

究方法和研究目的；再進而觀察，市場經濟學是否同時需要這兩門學

科才能解釋觀察的現象。  

經濟學研究的標的是社會經濟現象，它的研究方法是通過成本--

效益的比較原則，達到效益最大化的方法；它的研究目的是在對社會

經濟現象作出解釋。市場經濟中的「市場」兩字包括兩層含義：作爲

單個産品的「市場」和作爲産業的「市場」；因此，市場經濟是有關某

個産品和某個産業的經濟概念。如果把高粱酒作爲一個産品和産業，

那麼管理學只是解決一個產品生産過程中的技術問題，而經濟學解決

的則是產品的經營管理問題，兩者分工明確，涇渭分明。市場經濟本

質上是個經濟問題，看來打開這把鎖的鑰匙應是經濟學而不是管理學。

因此，市場經濟學不是一門交叉科學。說市場經濟學是一門交叉學科，

實際上，是混淆了「管理」和「經濟」這兩個不同的概念，把作爲産

品和産業性質「經濟」理解成「管理」，因而把市場經濟學當成了「管

理經濟學」。  

管理學解決不了産品和産業的經營管理問題，因此，市場經濟學

也就不是管理學下面的應用學科。基於現代經濟學的個體經濟學、産

業經濟學在解釋産品和産業這兩點上，提供了相當的解釋能力。因此，

它足以用來做為酒類産品和酒類産業的分析；市場經濟學的研究典範，

是以現代經濟學中的個體經濟學和産業經濟學架構而成的。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四種研究方法： 

1.網路調查：每次網路調查 300 人，軍事東方快線針對市調會員

(Panel)所進行的「廣告代言人調查」而得，共有來自全台灣北、

中、南部等地區縣市、不同年齡、性別的市調會員參與網路調查，

樣本組成如下： 

   

 

 

2. 問卷設計說明  

    在虛擬人物研究中，第一次前測問卷內容分成兩部分，第一部

份為開放式題目，目的旨在調查虛擬人物代言人吸引受測者之可能

原因；第二部份則是詢問受測者對於國內較具知名度虛擬人物代言

人的印象，進而遴選出正式問卷之虛擬人物人選。 

 

3.深度訪談 

    針對台灣近年來相當成功的循利寧廣告，該廣告採用名不見經

傳的小人物代言，做新聞式的廣告，強調「腳麻」無法逃離火災現

場，受到廣大觀眾的注意，該藥品銷量乃明顯上升，比起名人代言



更加有效。 

    本研究專程北上訪談凱博廣告公司董事長蔡長宗，深入了解製

作該廣告的全部過程，以器該廣告的媒體經費配置，以 PPT的方式

說明代言的精髓未必是名人，創意往往帶動更加傑出的效果，還節

省了名人的高價代言費，值得借鏡。 

 

4.分析相關資料 

    相關的名人代言新聞報導，往往可以從其中了解問題的關鍵，在

邏輯上，冒牌的專家不具說服力，例如足球明星擔任洗衣機的代言

人，他真的懂洗衣機嗎？AV 女優是台北捷運最想要的形象嗎？可能

只是主事者追求刺激的觀點作祟罷了 

 

 

 

 

 

 

 

 

 



三、結果與討論─台灣廣告代言人形象之研究 

3.1 吳淡如的形象 

    廣告一直以來皆是業者吸引消費者的最主要方式之一，若廣告

在消費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進而激起消費欲望，無疑是支成功的

廣告。許多業者皆會聘請廣告代言人來為自己的產品加分，而廣告

代言人在廣告中，究竟扮演的是加分者還是減分者?在消費者心中，

代言人是否代言了最適合的產品呢? 

    EOLembrain東方快線於 2013年 9月進行了一項「廣告代言人

調查」，此調查根據 EOLembrain東方快線網絡市調 TVC norm與代

言人資料庫隨機挑選十位藝人進行調查，其結果如下： 

  

金城武代言魅力 Max 

  

    詢問受訪者對於這幾位廣告代言藝人的喜好程度，其中以金城

武為最高(62%)，第二名是伍佰(48%)，第三名則是安心亞(41%)；進

一步詢問對於該代言人的信賴程度，發現仍以金城武居冠(51%)，伍

佰次之(41%)，不過在「于美人」、「吳淡如」及「小凱老師」此三

位代言人身上，看出受訪者在喜好度及信賴度呈現出較為一致的現

象，顯示這三位代言是專業形象稍重於人氣度的代言人。 



 

 

專業形象引領代言商品 

  

    進一步詢問受訪者，這些廣告代言藝人適合代言什麼產業或是

什麼類型的商品?可以發現受訪者認為較為年輕的女性藝人適合代言

女性生理用品的比例較高；其中「豆花妹」可能因定位方向較為不

同，除了女性生理用品之外，「電玩遊戲」是受訪者認為她最為適

合代言的產品。 

    以男性廣告代言藝人來說，適合代言的產品則區分的較為女性

明顯，「金城武」適合代言較高單價位的商品，「伍佰」適合代言

酒類相關商品，「張震」適合代言較具有流行性的消費商品，而

「小凱老師」因其職業定位關係，受訪者認為非常適合代言與保養/

化妝品類相關的商品。可知代言人除了需要定位「對」的代言產品

方向，才能讓消費者心甘情願的掏錢買單。



以上調查乃根據 EOLembrain東方快線網絡市調於 2013年 9月針對

市調會員(Panel)所進行的「廣告代言人調查」而得，共有來自全台

灣北、中、南部等地區縣市、不同年齡、性別的市調會員參與本次

網路調查，樣本組成如下： 

   

 

 

 

 



3.2 十位代言人的形象 

 

    吸睛的廣告向來是最快速、有效的行銷手法，各大廠牌也紛紛請

來明星藝人代言，看好明星藝人的光環可讓自家產品更加發光發

熱。消費者們對於螢光幕前的藝人們抱持著怎樣的看法呢？誰是最

受信賴的代言人？而被評為最時尚的代言人又是誰？ 

    EOLembrain東方快線長期進行廣告代言人與廣告後測的調查，

本次於代言人資料庫中隨機挑選十位藝人進行調查，結果如下： 

知性女星最受喜愛 

    隨機挑選的十位藝人中，分別詢問喜好度的情況下，喜好度最

高的分別為張鈞甯(63%)與 Janet謝怡芬(59%)，兩位女星皆獲得六

成左右的受訪者喜愛。擁有中央大學產經碩士學歷的張鈞甯 23歲時

即以《白色巨塔》中的一角而迅速竄紅，入圍金馬女配角時年僅 26

歲，形象清新、知性的她成為本次調查中最受到喜愛的代言人。 

    另位人氣女星 Janet同樣有著高學歷的背景，MIT畢業的她以

旅遊節目在台灣打開知名度，講著流利的台語與英文主持節目是她

的特色，陽光活潑的 Janet近年也擔任起益智節目的主持人。不論

是張鈞甯或是 Janet兩人皆是屬於知性美人，不僅外型亮眼同時也

具備十足內涵的女藝人，兩人各為喜好度的冠、亞軍，由此可見越

是以知性美著稱的女星越是受到網友們的愛戴。 



 

最信任與最有親切感的代言人－吳念真 

    此外也詢問了受訪者對於十位代言人的看法，結果發現縱使知

性美女人氣再高仍是贏不過這位「最有台灣味的歐吉桑」。在本次

調查中，儘管最受到喜歡的代言人前兩名都是為年輕的知性女星，

但是排行榜中第三名卻不是那些新生代、年輕的藝人，而是有著濃

濃台灣味的吳念真，58%的受訪者表示喜歡這位代言人，不僅如此，

吳念真同時也被認為是最信賴以及最有親切感的代言人。Janet、吳

念真以及張鈞甯則是被認為客觀不誇大的代言人代表，有超過五成

的受訪者同意他們的客觀立場。 

    儘管喜好度上的評比不如兩位知性女星，然而在時尚度上蕭亞

軒卻打敗了其他女星，被認為是最具有時尚品味的代言人。 



 

以上調查乃根據 EOLembrain東方快線網絡市調於 2014年 03月對市

調會員(Panel)所進行的「廣告代言人調查」而得，共有來自全台灣

北、中、南部等地區縣市、不同年齡、性別的市調會員參與本次網

路調查，樣本組成如下：



 

附錄：張鈞甯成功代言 volvo 汽車 

    代言人策略是最偷懶的廣告方式，為新產品找到對的代

言人，的確可以快速增加消費者對產品與品牌接受度，卻也

常見業者花錢沒帶動產品銷售，卻捧紅代言人的失敗案例，

甚至碰上代言人吸毒、外遇等負面新聞，造成產品銷售下

滑、品牌形象毀於一旦。 

    台灣廣告主協會舉行「從競爭品牌大戰分析代言人運作

策略」座談會中，Volvo 總裁陳立哲分享了近期成功的代言人

策略。他表示，Volvo S40 車款前年銷售量曾只有 17 輛的紀

錄，但去年在藝人張鈞甯代言並拍攝廣告後，單月創下近百

台交車成績。 

    他指出，商品價值通常可以從實質的產品與情感的訴求

雙面探討，Volvo S40 被定位為女性高級房車，廣告中張鈞甯

邊開車邊哼小調，這種舒服、輕鬆的形象抓住女性消費者芳

心，再加上張鈞甯具備現代女性獨立、自主特質，這就是代



言人策略思考消費者內心動機，並挖掘更深層價值的成功案

例。「情感的魅力，在代言人與廣告中是最強、也最重要

的，要找到成功的代言人，就必須符合這些要素。」陳立哲

說。 

    晶晶晶廣告董事總經理陳玲玲則認為，代言人的氣質應

與產品形象一致，特別是品牌個性與代言人吻合，才是傳播

效果優化的關鍵，並非是知名度高的代言人就能達到凸顯品

牌的效果，因為產品與代言人之間的關聯不夠深，常導致消

費者只記得代言名人，卻忽略廣告中的產品，這些都犯了行

銷大忌。之前曾有許多電玩業者，拚命尋找各類型宅男殺手

為電玩產品代言，結果紅了這群年輕女藝人，至於電玩產品

的名稱卻不為人所熟記，就是案例。 

    名導演吳念真認為，代言人是最偷懶的廣告方式，但代

言人名氣即使大過產品本身，還是有機會創造刺激銷售的作

用。他舉例，先前曾有酒商業者找上劉德華與張學友擔任代

言，但吳念真發現，這支酒類商品名字是英文，許多消費者

不會發音，去商店買酒時都直接跟老闆說，「拿劉德華那罐



給我」或「張學友那罐給我」，從這個案例可以看出，雖然

消費者不記得劉德華代言的酒名，但依舊達到銷售效益。 

評析人格特質 

    業者要避免代言人舉止不當、甚至失言風險，就得靠廣

告主評析代言人人格特質與業界評價。吳念真以自己為例，

他在擔任產品代言人後知名度增加，有次趕高鐵時間就快來

不及，還是有民眾搶著與他拍照，他深怕拒絕民眾會被冠上

「不親切」的說法，再加上他了解已經與產品劃上等號，得

顧及代言人形象，因此很親切地與民眾合照，避免負面傳聞

影響產品銷售。像吳念真這樣的代言人，要出現代言風險的

機率就不高，但時下流行的「素人代言」，因為廣告主無從

判斷代言人行為，也沒有專業經紀公司把關，出現風險機率

相對較高。 

宣傳極大效果 

   凱渥模特兒經紀公司總監洪倩玉指出，代言人與廣告主一

樣，都要仔細考慮雙方合作的最大利益，藝人的形象就等於

是他們的演藝事業生涯，站在經紀公司的立場，對廣告腳

本、策略、藝人如何演繹，及代言後續的連鎖反應都要嚴格



把關，因為失敗的代言經歷不只傷害廣告主，對藝人演藝事

業也會造成影響。 

    洪倩玉建議，廣告主與經紀公司有時在代言策略上的意

見會有相左，但雙方都希望能獲得最大效益，因此業者在選

擇代言人前，多做功課了解藝人作品與特質，就能夠降低聘

請不良代言人的風險。 

    聯太公關副總經理曾秀如則建議，廣告主如果沒有足夠

預算聘請代言人，也可考慮其他替代方案，如透過公關活動

增加媒體曝光，結合宣傳手冊與網路活動方式來達到宣傳極

大化效果。至於預算充足的廣告主，還可以充分利用具備領

袖特質的代言人，透過網路或其他社群管道，讓代言人與消

費直接密切互動，可讓消費者透過雙向溝通，更認識新商

品。  

【2010/03/23 經濟日報】 

 

 

 

 



3.3 在地形象代言人廣告剖析─歌手、主廚、導演 

    「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這句話背後隱含著對台灣人的驕傲與

稱讚，吃苦耐勞是早期對台灣人的印象、熱情有創造力是時下台灣人

的優勢，因此廣告代言人的形象若能將這些特點表現出來，再結合商

品特性，往往能加分不少。 

    本次調查挑選三位廣告代言人，分別在不同領域中擁有專長，但

都有些共同的特點，除了可以說一口流利的閩南語外，也能從這三位

代言人身上感受到濃厚的在地氣息，發揮台灣人傳統精神但又持續創

新的特質，因此，EOLembrain 東方快線於 2015 年 11 月份進行一項

「代言人大調查」，挑選三位具有本土在地形象的代言人─伍佰、阿

基師、吳念真，本次調查結果如下： 

伍佰代言最獲男性喜愛 

   具有一席地位的華語歌手─伍佰，素有搖滾教父之稱，以國、台語

創作多首膾炙人口的搖滾歌曲，在過去不被視為主流音樂的時代下走

出獨樹一格台式搖滾的風格，2006年的一首「你是我的花朵」及舞蹈，

更是奉為經典的唱跳歌曲，瘋迷老中青三代，至今仍活躍歌壇，具有

難以撼動的天王地位。 



    近年來，伍佰除了持續在歌唱事業上衝刺之外，也不乏接拍許多

廣告，除了最常在三洋維士比廣告中喊著「福氣啦」的口號之外，亦

擔任世界展望會及罕見疾病基金會的公益廣告代言人，良好形象備受

喜愛，更特別受到男性受訪者的青睞(57%)，而吳念真則是平均受到

男女喜愛，詳見圖一。  

 

阿基師具專業感、吳念真親切受信賴 

   知名主廚─阿基師，從國中畢業後就進入廚房開始不支薪的學徒工

作，一路辛勤學習，至今擁有過不少各大知名飯店主廚的頭銜，同時

也身兼烹飪節目主持人，讓阿基師知名度大開的「型男大主廚」節目，

與曾國城、夏于喬、詹姆士聯合主持，透過邀請藝人至節目中做菜，

除了相互較勁廚藝外，也會親自下廚示範，進行廚藝交流，跳脫傳統



烹飪節目的風格，該節目更是獲得金鐘獎綜合節目主持人獎，歷練豐

富又具有專業形象的阿基師，出版多本食譜書籍外也經常代言與烹飪

相關商品，因此具有 63%受訪者認為阿基師具有專業感。 

    另一位身兼導演、編劇、演員、作家、主持等多項專長的吳念真，

有「最會說故事的人」美稱，近年來亦擔任起廣告導演，甚至跨足廣

告主角、配音等，皆大獲好評，吳導的旁白與說話的口吻總是能牴觸

內心最深層的那份感動，給人的形象也相當親民，因此普遍獲得受訪

者的信賴(51%)，更有 71%受訪者覺得有親切感，詳見圖二。 

  



 

 

良好形象皆適合代言公益廣告 

   代言人形象與代言事物擁有共同相近的特質，才容易有說服力。這

三位代言人皆被受訪者一致評為適合代言公益廣告，意味著他們擁有

的良好形象備受肯定，雖然專司不同領域，但在事業上的成就有目共



睹，因此提高一般人對三位代言人的好感，特別是吳念真給人親切又

帶有本土在地人的特質，拉近與市井小民的距離，被視為適合替公益

廣告代言(58%)。至於伍佰散發出的豪邁氣質，加上過去代言過啤酒

的經驗，讓受訪者普遍認同最適合代言酒類相關商品(54%)，阿基師

身為廚師的本業則讓受訪者認為適合代言與飲品相關的商品(43%)，

詳見圖三。 

  



 

 

 

 



    以上調查乃根據 EOLembrain東方快線網絡市調於 2015年 11月

對市調會員(Panel)所進行的「代言人大調查」而得，共有來自全台

灣北、中、南部等地區縣市、不同年齡、性別的市調會員參與本次

網路調查，樣本組成如下： 

 

 

 

 

 

 

 

 

 

 

 

 

 

 



3.4 女神代言人廣告評析 

    所謂「女神」代言人絕對是各家廣告受歡迎的對象，然而同樣的

「女神」，不同廣告的操作手法卻可能大不相同，所呈現的效果是否

能達到廣告所要產生的效益，需要放在整體脈絡中檢視。 

    這個近年來被創造出來的名詞──「女神」或「宅男女神」，似

乎某種程度和以前「玉女」的意義有所差別。由於現在年輕一點的藝

人都可被稱為女神，其內涵非常容易被稀釋，可見不少免洗女神代言

人通常可引起短暫的話題性。 

    效果好的代言人除了可引起話題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能充分深植

人心，其鋒芒又不能蓋過產品本身。EOLembrain東方快線長期進行廣

告代言人與廣告後測的調查，本次調查從資料庫中挑選三個代言人拍

攝的廣告：林依晨、隋棠、陳綺貞，從調查結果探討各個代言人在不

同廣告的表現。 

  

林依晨住在幸福裡 

    對於一個品牌形象廣告，直接用其產品貫穿整支廣告，是一個非

常考驗產品本身的作法。廣告中請來林依晨，以家用電器的各個產品

線：電鍋、吸塵器、冷氣機、除濕機、電冰箱，串聯居家生活中的各

項細節，與其說是品牌形象廣告，不如說是透過林依晨的生活經驗告



白，展示產品線的火力深度。林依晨在廣告中表述台詞的方式，是一

種貼近她形象的真實個性，一方面展現挑剔美型的品味，但另一方面

又透露出女神也如同一般消費者需要解決食物、家庭清潔、空氣等居

家生活解決方案。在調查中有 82%的受訪者認為「廣告代言人很適切」，

並有 73%認為「廣告傳達的訊息非常明確」，且有 58%覺得「廣告對

品牌產生好感」，整體而言這是一支代言人和產品相輔相成的廣告。 

 

 



隋棠也要隨時燉雞 

    產品廣告選對代言人之外，廣告的內容也非常重要。隋棠自犀利

人妻之後成為非常受喜愛的代言人，在電器、食品、服飾等產品都不

難看到隋棠的代言。 

    本支悶燒罐廣告主打「我的行動廚房」，內容描述隋棠在平常工

作忙碌之時也能隨時吃到像現煮的熱食。廣告的畫面色系採低彩度的

處理，並加強產品本身的「粉紅色」，場景設定在車上、工作間，但

對於食物的連結反而無較多著墨。 

    本次調查中，38%的受訪者覺得看完廣告會留下深刻印象，有 33%

的受訪者認為廣告代言人很適切。 



 

女神想結婚了 

「陳綺貞終於說了我願意！」在廣告推出當時造成不少話題，不常出

現在代言的陳綺貞讓女神所代表的形象，更多了一項「神秘」的意涵，

對比喜餅的老字號廠商郭元益，增添了不少新意。在調查數據中，45%

的受訪者覺得「看完廣告會留下深刻印象」，41%的「代言人適切度」

也在水準之上，而廣告詞「連我的不可愛都愛」有 43%的受訪者覺得



「傳達清楚明確的訊息」。本支廣告在各方面表現的中規中矩，各項

指標的表現皆很平均。 

 

 

 

 

 

 

 



以上調查乃根據 EOLembrain東方快線網絡市調於 2015年 8月針對

市調會員(Panel)所進行的「廣告大調查」而得，共有來自全台灣

北、中、南、東部等地區縣市、不同年齡、性別的市調會員參與本

次網路調查，樣本組成如下： 

 

 

 

 

 

 

 

 

 

 

 

 

 

 



3.5 暖男潮流來襲 

     在現在這個生活節奏快速，競爭壓力巨大的社會中，不少在職

場打拼的女性會期望身邊另一半是個溫柔包容自己的「暖男」。 

    「暖男」通常像和煦陽光一樣帶給人溫暖舒服的感覺，不管是金

鐘影帝仔仔周渝民，還是在電視劇《我可能不會愛妳》飾演李大仁的

陳柏霖，甚至在電影《被偷走的那五年》飾演謝宇的張孝全，或是在

《愛你一萬年》飾演奇峰的周渝民，總是帶給觀眾善解人意、安心的

感覺，也自然成為「暖男」的最佳代表。 

    本次調查分析這三位男明星在各方面的代言表現。根據

EOLembrain東方快線在 2015年 07月份進行一項「代言人大調查」，

本次的調查結果如下： 

  

「大仁哥」陳柏霖受到高度愛戴 

    陳柏霖剛出道時以電影《藍色大門》打開了在台灣的知名度，但

後來即使不懂廣東話和日語，卻還是毅然決然的勇闖香港、日本市場

發展。後來於回台灣以偶像劇《我可能不會愛妳》以李大仁溫柔深情

的形象而爆紅兩岸三地，並且讓「大仁哥」的綽號也成為大家心目中

最佳情人的代名詞。雖然後來陳柏霖在電影與電視劇中試圖詮釋各種



不同的角色形象，但仍然不影響受訪者對他的喜愛(49%) (請參考圖

一) 

 

陳柏霖親切專業信賴 周渝民時尚 

    陳柏霖除了在許多的調查中有極好的形象外，也在許多的代言中

充份表現出信賴感、專業感與親切感，在本次調查中皆獲得的高度的

評價(37%、38%、50%)，而另一方面，周渝民早期以男子團體 F4紅遍

大街小巷，後來更以電視劇《痞子英雄》造成一股旋風，並且逐漸開

始朝向電影發展，並在前年獲得金鐘獎的肯定。除此之外，也接下許

多服飾品牌的代言，成為流行的時尚指標，在時尚感的項目充分獲得

受訪者的認同(45%) (請參考圖二) 



 

陳柏霖、周渝民、張孝全分別佔據不同產業 

    由於陳柏霖親切多元的形象在各方面均備受肯定，受訪者普遍認為

陳柏霖最適合代言項目為公益廣告(27%)，其次為手機(22%)和牛仔褲

(21%)；張孝全在各種的電影中不吝嗇展現出他健壯的身材，不但深

受女性觀眾的喜愛，另一方面也用演技在許多電影中將同志形象發揮



的淋漓盡致。在本次調查中有超過四成的受訪者表示張孝全最適合代

言男性內衣(42%)，其次為牛仔褲(35%)；周渝民則剛好相反，最適合

代言牛仔褲(37%)，其次為男性內衣(25%)(請參考圖三) 

 



 

  

    以上調查乃根據 EOLembrain 東方快線網絡市調於 2015 年 07 月針

對東方快線網絡市調會員所進行的「代言人大調查」而得，共有來自

全台灣北、中、南部等地區縣市、不同年齡、性別的市調會員參與本

次網路調查，樣本組成如下： 

  

 

 

 

 

 

 

 

 

 

 

 

 



3.6  CITIZEN 代言人金城武、田馥甄襯托品牌形象 

    有許多人將手錶視為展現品味與地位的時尚單品之一，期望透過

手錶與衣著的穿搭提升個人魅力，而廣告商則藉由代言人的知名度與

自身形象，傳達品牌概念與產品特色，進而取得消費者的認同與產品

商機。 

    EOLembrain 東方快線於廣告後測資料庫中挑選兩支近期的手錶

廣告：【田馥甄-CITIZEN-Eco-Drive 光動能】與【金城武-CITIZEN-

Eco-Drive 光動能衛星對時錶款】，調查結果如下： 

  

歌壇天后 Hebe X 黑白對比畫面 成功傳達產品概念 

    CITIZEN自 2013年開始，已連續三年邀請田馥甄 Hebe代言女錶

系列， 在 2015 年推出的光動能電波女錶中，透過身穿黑色禮服的

Hebe，搭配上百朵白色的精製手工雕花牆，形成強烈的視覺效果。今

年 CITIZEN 的女錶主¬題為時間仙境，強調現代都會女性的悠然特質

與不隨波逐流的自我風格，而 Hebe也成功詮釋「Open the door – 

不打開門，永遠不知道門後面是什麼；不打開門，永遠不知道能走多

遠」的品牌概念(52%)，並藉由黃金樹的視覺效果，清楚傳達時間的

重要與「每一刻，都是新的開始」等主題訊息(51%)。 



 

亞洲男神金城武 X 開拓天地視野 成功烙印消費者心中 

    今年 CITIZEN 再度力邀亞洲男神金城武擔任自家品牌的形象大

使，拍攝 2015 年的電視與平面廣告，為打造大自然中一望無際且波

瀾壯闊的廣告場景，CITIZEN團隊聘請澳洲知名導演 – 麥可‧達利



遠至歐洲冰島取景，期望藉此傳遞品牌積勇於面對挑戰的形象意志，

而導演更進一步表示：「這個開創荒野的情境，象徵的就是人生；任

何一個深刻的生命，必經歷掙扎、痛楚、榮耀以及極度¬的美」。 

    其中，CITIZEN邀請金城武為品牌代言可謂相當成功，有高達七

成二的網友認為本支廣告的代言人選任適切，並有五成以上的網友表

示本支廣告非常吸睛(52%)，且看完廣告後會留下深刻印象(50%)。 

 



亞洲男神金城武 魅力無人能敵 

    比較兩支 CITIZEN-Eco-Drive 分別由 Hebe 與金城武的手錶廣告

發現，各項代言人指標皆有近五成以上的比例，其中，金城武更是在

代言人喜好度(73%)與代言人時尚度(71%)獲得七成以上的網友愛戴，

可謂亞洲男神的封號實至名歸。而歌壇天后 Hebe亦有高達六成三的

網友表示喜愛，另在代言人親切度的部分，兩位男神女神皆獲得近五

成的網友支持，顯見 CITIZEN於今年主打的兩款男女時尚光動能手錶

廣告，已成功觸及消費者的心。 

 

 



    以上調查乃根據 EOLembrain 東方快線網絡市調於 2015 年 4 月

對市調會員(Panel)所進行的「廣告後測大調查」而得，共有來自全

台灣北、中、南部等地區縣市、不同年齡、性別的市調會員參與本次

網路調查，樣本組成如下： 

 

 

    綜觀近年來台灣廣告代言人形象研究，代言潘多拉紅酒的吳淡

如已經在主流邊緣，其個人在廣電節目的形象變得更加商業化而模

糊了知性的角色，經過討論，潘朵拉的形象需要有不同的創意思

考，不必再以吳淡如代言。 

 

 

 

 

 

 

 

 



四、結論與建議─推薦式廣告的典範移轉 

4.1 虛擬人物代言人廣告效果之研究 

    台壽阿龍扭轉了台灣人壽給人老字號的印象，成功地以憨厚造

型吸引無數學童與上班族的注意，由於阿龍的加持，使得台灣人壽

在年度新契約保費收入成長 高達 93.81%。 

 

 

     

此外，「酷兒」果汁於 2002 年初在韓國上市後，迅速躍升為當地果

汁飲料第一品牌及飲料第三品牌，2002 年在新加坡上市，亦迅速成

為當地第 一的果汁品牌，上述種種現象顯示虛擬人物代言人

（animated spokes-character） 確實發揮關鍵作用。



  

 

    以往學者(Friedman & Friedman，1979；Atkin & Block，

1983；Freiden， 1984；Ohanian，1990；Bower & Landreth，

2001；陳志劍，1994；陳敏郎，2001) 多以名人、專家、企業高階

經理人及典型消費者作為探討對象，其中，又以名人 代言為廠商之

首選。探究廠商之所以願意支付高額費用來委請名人代言，主因不

外乎是想藉由名人本身的可信度（credibility）及吸引力

（attractiveness）， 期望消費者將自己對名人的喜歡延伸至產品

上，進而選購名人所代言的品牌產品 (Baker & Churchill，

1977)。  

    然而，請名人代言亦可能存在一些事前無法預期的風險。其

中，包括消費者對名人的好感能否帶動產品的實質銷售、不利名人



形象的事件可能造成企業的形象受損（Till & Shimp，1998）、同一

位名人在短期間內代言多項品牌產品的話， 容易出現「推薦疲乏」

副作用(陳敏郎，2001)等疑慮。相較下，虛擬人物代言人 幾無形象

風險，企業並可透過虛擬人物代言人的擬人化特質，拉近與消費者

間的 距離，連結、塑造或強化企業與產品的形象。  

 

4.2研究設計  

4.2.1研究架構  

本研究進行兩次前測，第一次前測目的主要是為了瞭解受測者對於

產品的 涉入程度、遴選出具代表性的虛擬人物代言人，並經由探索

性研究，藉以詢問出 影響虛擬人物代言人廣告效果的可能前因要

素；    

    第二次前測則是為了歸納出影響 虛擬人物代言人廣告效果之前

因要素的關鍵構面。最後，本研究則是旨在瞭解影 響廣告效果的前

因要素與消費者對於虛擬人物的喜愛程度兩者之間的關係，以及 消

費者的喜愛程度所產生的廣告效果及其對於消費者購買意願的影

響。本研究之觀念性架構圖繪製如圖 1 所示。 



4.2.2問卷設計說明  

    本研究第一次前測問卷內容分成兩部分，第一部份為開放式題

目，目的旨 在調查虛擬人物代言人吸引受測者之可能原因；第二部

份則是詢問受測者對於國內較具知名度虛擬人物代言人的印象，進

而遴選出正式問卷之虛擬人物人選。 

    主要選項包括大同電器【大同寶寶】、乖乖公司【乖乖】、台灣

人壽【阿龍】、味王 速食麵【王子麵寶寶】、小瓜呆脆笛酥【小瓜



呆】、酷兒果汁【Qoo 酷兒】、日立家電【日立鳥】、7-11 超商

【OPEN 小將】及中華電信【電信娃娃】。 

    根據虛擬人 物被選擇的頻率加以計算後，在高涉入程度方面，

以大同寶寶為最高；在低涉入程度方面，則以乖乖為最高。  

    第二次前測問卷題項共計有 32 題，題目來自與代言人及虛擬

人物代言人相 關文獻所彙整之前因要素，以及第一次前測中由受測

者所提供的相關看法，題目作答採李克特（Likert）七點尺度方式

設計。此次前測共回收 405 份有效問卷， 去除掉其中信度相對較

低之問項後，僅保留 13 道題目。針對剩餘 13 道題目進行因素分

析後，共萃取出 3 個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 1 的因素，此三

項因素的累積解釋變異量達 59.90%。至於在因素命名方面，本文以

因素負荷量（factor 5 loading）大於 0.6 之題項作為命名依據，

並將三因素分別命名為「特徵吸引力」、 「懷舊性」及「可靠性」，

三因素的信度係數皆達到 0.7 以上，表示內部信度相當高，各因素

之命名及信度分析資料整理如表 1 所示。  



 



正式研究問卷共分為三大部份，第一部份為消費者受虛擬人物代言

人廣告 訊息影響的可能原因，共計 13 題；第二部份為虛擬人物代

言人的廣告溝通效果 及購買意願，共計 18 題；第三部份則是為人

口統計變數，共計 5 題。  

三、待驗證臆說  

假說一：前因潛在要素與喜愛之間具顯著相關。 

    H1 . 1 特徵吸引力與喜愛之間具顯著正相關。 

    H1 . 2 懷舊性與喜愛之間具顯著正相關。 

    H1 . 3 可靠性與喜愛之間具顯著正相關。  

假說二：喜愛與廣告廣告溝通效果之間具顯著相關  

   H2 . 1 喜愛與廣告態度之間具顯著正相關。 

   H2 . 2 喜愛與產品態度之間具顯著正相關。  

   H2 . 3 喜愛與品牌態度之間具顯著正相關。 

假說三：廣告溝通效果對於產品的購買意願具顯著相關。 

   H3 . 1 廣告溝通效果對於產品的購買意願具顯著正相關。  

   H3 . 2 在不同產品涉入程度下，虛擬人物代言人的廣告溝通效

果對於產品購 買意願的影響效果會出現顯著差異。  

 

 



4.3 實證分析  

4.3.1受訪者基本資料說明  

    本研究共發出問卷 400 份，實得有效問卷 387 份。在有效問

卷當中，受訪 者性別分佈平均，男性佔樣本比例 49.35%，女性則

為 50.65%。年齡層分佈以 20-29 歲及 30-39 歲受訪者居多，佔樣

本數 36.69%與 31.52%。教育程度方面，以專科/ 大學者居多，佔

樣本數 66.67%。每月收入或零用金方面，以 15,840 元以下的受 

訪者居多，佔樣本數 30.49%。最後，在職業方面，由於採樣不易，

故以學生受訪者居多，佔樣本數 28.42%。受訪樣本的分佈情況如表 

2 所示。  

  人口統計變數  樣本數(百分比%) 人口統計變數  樣本數(百分比%) 

性別 教育程度 

    男      191(49.35)   高中職以下         80(20.67) 

    女      196(50.65)     專科/大學         258(66.67) 

年齡     研究所以上 49(12.66)                 

    20~29 歲      142(36.69)   

    30~39 歲      122(31.52)   

    40~49 歲       98(25.32) 職業 

    50~59 歲       25( 6.46)     士(軍警)         21( 5.43) 

每月收入或零用金     農          0(0) 

    15840 以下      118(30.49)     工         60(15.5) 

  15841~20000 元       27( 6.98)     商        105(27.13) 

  20001~25000 元       62(16.02)     學生        110(28.42) 

  25001~35000 元       79(20.41)     家管         19( 4.91) 

  35001~45000 元       34( 8.79)     其他         72(18.6) 

    45001 元以上       67(17.31)   

 



4.3.2結構方程模式分析  

    研究利用先前之研究架構進行結構方程模型的推估，檢視模型

適配度後再 7 予以修正。根據本文之研究架構設計，該模式共有 3 

個外衍潛在變項，即前因潛 在因素(特徵吸引力、懷舊性及可靠

性)；5 個內衍潛在變項，即廣告效果(廣告 態度、產品態度、品牌

態度)、喜愛與購買意願；13 個外衍觀察變項(X1- X13)， 以及 19 

個內衍潛在變項(Y1- Y19)。相關資料整理如表 3 所示 

 

            
   潛在變項   變項衡量題數    觀察變項 

     外 衍    特徵吸引力 

   懷舊性 

   可靠性 

8 題 

       

3 題 

       

 

2 題 

X1-X8 

    

X9-X11 

     

X12-X13 

     內 衍    喜愛 

   廣告態度 

   產品態度 

   品牌態度 

   購買意願 

1 題 

                     

6 題 

       

       

5 題 

 

5 題 

 

2 題 

Y1 

     

Y2-Y7 

     

 

Y8-Y12 

 

Y13-Y17 

     

Y18-Y19 

     

 



在模式估計方法上，本研究採用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此一推估方式的優點在於當變項有不太理想

的峰度時，仍可獲得理想 的參數估計數。針對回收資料進行推估

後，模型的配適度相關資料整理如表 4 所 示： 

表 4 模型配適度  

              說    明  指  標                 判斷值  結  果 

絕對適

配量 

評鑑理論的整體模式能夠預

測觀察共變數或相關矩陣的

程度 
X2 /df 

 

GFI 

RMR 

 

RMSEA 

P＞0.05 

 

＜3 

＞0.9 

 

＜0.05 

＜0.05 

非常優良 

4118.645 

 

2.98 

0.847 

 

0.054 

0.036 

增值適

配量 

使用較嚴格或套層的底線模

式和理論模式相比較，以測

量其適配改進比率的程度 

NFI  

CFI 

IFI 

  ＞0.9 

  ＞0.9 

  ＞0.9 

0.826 

0.876 

0.877 

簡效適

配量 

呈現需要達成某一特殊水準

的模式適配的估計係數的數

目是多少 

  PGFI 

  PNFI 

  PCFI 

  ＞0.5 

  ＞0.5 

  ＞0.5 

0.737 

0.765 

0.812 

 

(一)潛在變項間之關係  

    由表 5 資料可知，前因潛在要素當中的「特徵吸引力」

及「可靠性」二構 面與「喜愛」之間呈現顯著正向關係，此

一結果符合研究預期。對此，可知本研 究所建立的臆說 1.1 

及 1.3 獲得實證上的支持。其中，又以「特徵吸引力」此一 

構面的影響係數較高(0.536 及 0.680)，表示虛擬人物代言

X2test 



人的特徵吸引力越高 的話，受訪者的喜愛程度亦會較高。此

外，由係數值可知，乖乖的特徵吸引力之 影響程度略大於大

同寶寶。  

    至於在「懷舊性」與「喜愛」兩者之間的關係上，由該

表可知，大同寶寶 的「懷舊性」與受訪者的喜愛程度兩者之

間亦呈現正向顯著關係。換言之，受訪 者會受到懷舊性此一

因素的影響，進而增加對大同寶寶的喜愛程度。相對地，乖 

乖的「懷舊性」變數並未達統計顯著性，表示即使受訪者對

於乖乖抱持著懷舊感， 但此一懷舊感卻無助於增加對乖乖的

喜愛程度。整體而言，此二虛擬人物的「特 徵吸引力」之影

響力大於「可靠性」及「懷舊性」。  

    至於在「喜愛」與「廣告溝通效果」之間的關連性方

面，由表 5 內容可知， 「喜愛」對於「廣告態度」、「產品

態度」以及「品牌態度」三構面皆產生正向且 顯著的影響，

且係數皆高於 0.9 以上。由實證結果可知，當受訪者對於大

同寶寶 及乖乖所持有的喜愛程度越高時，兩虛擬人物所代言

的廣告溝通效果將會越佳。 此一結果符合 Brown & 

Stayman(1992)的看法，亦即「喜愛」是衡量廣告效果的 最

佳指標。據此，本文所建立的研究臆說 2.1、2.2 及 2.3 獲



得實證上的支持。  

    最後，在「廣告溝通效果」與「購買意願之間的關連

性」方面，由表中資 料可知，不論探討的對象為大同寶寶抑

或乖乖，廣告態度、產品態度以及品牌態 度三構面對於購買

意願的影響皆未達統計顯著水準。換句話說，即使受訪者對

於 此二虛擬人物所代言的廣告持有正面的態度，卻仍無法增

加其購買的意願。根據 上述說明，可知本研究所建立的臆說 

3.1 並未獲實證上的支持。而由於臆說 3.1 並未獲得實證支

持，因此亦無法證明在不同涉入程度下，廣告溝通效果對於

產品 的購買意願會具有顯著差異，故臆說 3.2 亦未獲實證

支持。  

表 5 潛在變項路徑係數  

  潛在變項之關係 

 

        大同寶寶 

    係數         P 值 

          乖乖 

    係數         P 值 

 喜愛＜特徵吸引力 

 喜愛＜懷舊性 

 喜愛＜可靠性 

 廣告態度＜喜愛 

 產品態度＜喜愛 

 品牌態度＜喜愛 

 購買意願＜廣告態度 

 購買意願＜產品態度 

 購買意願＜品牌態度 

    0.536 

    0.091 

    0.230 

    0.985 

    0.947 

    0.985 

    -0.170 

    0.258 

    0.752 

   0.000** 

   0.007** 

   0.000** 

   0.000** 

   0.000** 

   0.000** 

   0.757 

   0.291 

   0.177 

    0.680 

    0.039 

    0.215 

    0.988 

    0.992 

    0.989 

    - 1.749 

    1.346 

    1.267 

   0.000** 

   0.196 

   0.000** 

   0.000** 

   0.000** 

   0.000** 

   0.051 

   0.323 

   0.19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表在 0.05，**表在 0.01 顯著水準下達統計顯著性 



(二)觀察變項與潛在變項之關係之關係  

    此部份是根據各觀察變項之係數對於潛在構面之關係強度，藉

以研判各觀 察變項對於構面的貢獻程度。根據表 6 資料可知，本

研究所設計之觀察變項之係 數值皆達到統計顯著性。  

    其中，在前因潛在要素中的特徵吸引力方面，大同寶寶的觀察

變項 X5「我 喜愛虛擬人物代言人，因為它具有歡樂的感覺」及 X4

「虛擬人物代言人可愛的 外型能吸引我的注意」兩變項的貢獻度較

高；至於在乖乖模型中，則是以 X5 及 X7「虛擬人物代言人的活潑

個性能引起我的偏好」兩變項的貢獻度較高。整體來 說，X5 及 X7 

在兩組模型當中皆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力。  

    在懷舊性方面，以觀察變項 X11「虛擬人物代言人讓我想到以

前的種種回憶」 的貢獻度最高。平均來說，大同寶寶的懷舊性係數

高於乖乖，亦即受訪者對於大 同寶寶較會受到以前種種回憶的影響

而增加懷舊性。  

    在可靠性方面，觀察變項 X13「我能夠因為知名虛擬人物代言

人的代言，而 感受到代言產品的誠信」比 X12「我認為一般所看到

的虛擬人物代言人都是真誠、 誠實的」的係數來得高。相同地，大

同寶寶的 X12 及 X13 兩變項對於「可靠性」 此一構面的影響程度

較乖乖為高。換言之，若與乖乖相較的話，大同寶寶此一代 言人給



予受訪者的可靠程度相對較高。  

    在廣告溝通效果當中的廣告態度方面，以觀察變項 Y6「我覺得

這個廣告具 有說服力」及 Y7「我覺得這個廣告值得採信」兩變項

對於兩組模型的貢獻度較高。平均來說，大同寶寶的可靠性係數又

高於乖乖，之所以會出現此一結果，可能是受到涉入程度的影響。

一般來說，受訪者對於高涉入程度產品會較注意廣告內容的說服

力，因此對於大同寶寶所代言的各支廣告會持有較正面的態度。    

    在產品態度方面，以觀察變項 Y9「我對使用此虛擬人物代言人

所代言的產 品感到很滿意」及 Y10「我覺得選擇使用此虛擬人物代

言人所代言的產品是很明 智的」的貢獻度較高。亦即受訪者若對於

大同寶寶所代言的產品感到滿意，且認 為採用其所代言的產品是明

智抉擇的話，將會增加對產品的正向態度。  

    在品牌態度方面，以觀察變項 Y17「看了使用虛擬人物代言人

代言的廣告 後，我對於該品牌的整體形象會向上提昇」及變項 Y14

「我覺得使用虛擬人物代 言人代言的品牌是可靠且值得信賴的」的

貢獻度較高。 

    在購買意願方面，則是以 觀察變項 Y18「藉由此虛擬人物代言

人的代言，我覺得廣告中產品值得購買」的 貢獻度較 Y19「下次選

購類似產品時，我會考慮此虛擬人物代言人推薦的產品」 



表 6 觀察變項與潛在變項之間的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表在 0.05 顯著水準下達統計顯著性；**表在 0.01 顯著水準

下達統計顯著性。  



伍、結論  

    由研究結果可知，本文所探討的虛擬人物前因要素與喜愛之間

皆呈現正向關係，與 Callcott & Alvey（1991）及 Callcott & 

Phillips（1996）等人的研究結果相吻合。此一結果意謂當消費者

對於虛擬人物代言人的前因要素的看法越 正面時，喜愛程度亦越

高。  

    在各項前因要素所產生的影響程度方面，以「特徵吸引力」的

影響效果較高，且受訪者受到乖乖特徵吸引力的影響程度相對略高

於大同寶寶。至於在觀察 變項與潛在變項的實證結果當中則發現，

「具有歡樂的感覺」、「可愛的外型」及 「活潑個性」對特徵吸引力

的貢獻度相對較高，因此業者在設計虛擬代言人時， 可將上述元素

納入考量，進而增進消費者的喜好感。  

    至於在懷舊性方面，受訪者對乖乖「懷舊性」的影響並未達統

計顯著性， 意謂即使消費者對於乖乖抱持著懷舊感，但卻無法增加

對乖乖的喜愛程度。相對 地，大同寶寶在「懷舊性」此一構面則是

呈現正向顯著的影響。在觀察變項當中， 大同寶寶的懷舊性係數亦

高於乖乖，亦即受訪者對大同寶寶較會受到以前種種回 憶的影響，

產生懷舊的感覺，進而增加喜愛感。 

    在「可靠性」方面，兩者在係數 上的差距不大，但藉由可靠性



的觀察變項「我能夠因為知名虛擬人物代言人的代 言，而感受到代

言產品的誠信」比「我認為一般所看到的虛擬人物代言人都是真 

誠、誠實的」的係數來得高，由此推論消費者會先受到虛擬人物代

言人的吸引， 藉由產生喜愛感之後，才會對其產生信任及對產品的

信任，而非對於代言人本身 直接產生真誠、誠實的感受。整體而

言，「特徵吸引力」的影響力大於「可靠性」 及「懷舊性」。  

    在「喜愛」構面與廣告溝通效果兩者之間的關係上，本研究證

實「喜愛」 對於廣告態度、產品態度及品牌態度皆產生正向且顯著

的影響，可見消費者喜愛 程度越高，其廣告溝通效果越佳。由此可

知，喜愛此一中介變數的確具有影響廣 告溝通效果之功效。最後，

在廣告溝通效果與購買意願之間的關連上，由實證結 果可知，廣告

態度、產品態度及品牌態度三者對於購買意願的路徑效果皆未達統 

計顯著水準。換言之，即使受訪者對於整體廣告出現正面看法，卻

未必會增加其 購買意願。據此，本研究推測消費者雖然會受到虛擬

人物代言的影響，進而提升 廣告溝通效果，但消費者真正購買的原

因應是取決於產品及品牌本身的價值，不論產品是屬於高或低涉入

程度，消費者依舊會考量到實際需求，才會進行購買行為。 



附錄：閃亮明星，如何誕生？ 

2007-01-23 08:00 MT 《經理人月刊》編輯部 

在台灣，人氣指數最高、歷史最悠久的企業玩偶，當屬 1969 年推出

的「大同寶寶」，長期傳達其品牌老、服務好的形象。 

同樣地，高唱著「希望每天都是星期天！」的台壽阿龍，也扭轉了

台灣人壽給人老字號的印象，成功以憨厚的造型吸引無數學童與上

班族。 

台壽阿龍扭轉乾坤   

台灣人壽當初選擇以可愛的玩偶代言，主要是為了凸顯「保險應該

是讓人無後顧之憂的快樂」。根據壽險公會統計資料，台灣整體投

保率集中在 25～34 歲之間，為了吸引這群主力客層，無憂無慮的阿

龍於焉誕生。 

為什麼會選擇以「龍」的造型當做企業吉祥物？台壽總經理洪鴻銘

說，這個構思導因於 6 年前龍邦建設入主台壽，那一年剛好是龍

年；再加上 2000 年迪士尼第一部自製 3D 電腦動畫電影《恐龍》大

受歡迎，因此，就這麼順理成章以「龍」為代言人。 

目前暴紅的阿龍，其實已演進到第三代，為什麼前兩代沒這麼成



功？先看第一代阿龍──牙齒尖尖的、表情兇兇的、全身土黃色，

乍看之下還真的會嚇到一些小朋友。 

後來經過台壽品牌形象委員會不斷地改良，第三代的阿龍圓潤憨

厚，除了保留龍角、鱗片等少數特徵，整體造型可以說徹底卡通

化，形成目前可愛討喜的模樣。 

「為了阿龍的眼睛大一點或小一點、尾巴翹一些或彎一邊，我們常

常開會討論到凌晨。」台壽公關經理林妙華表示，她可以說是看著

阿龍誕生、成長的催生者之一。 

阿龍的加持，使得台灣人壽在年度新契約保費收入成長高達

93.81%，台壽乘勝追擊，成立「阿龍俱樂部」，把阿龍迷都集合起

來，台壽的企業網站則推出阿龍專區，可以下載阿龍相關的桌布、

歌曲與螢幕保護程式、上網玩遊戲。此外，周邊商品也愈來愈多，

小背包、便條紙、連續印章、筆筒等琳瑯滿目。 

** 大同寶寶開始打棒球  ** 

同樣是老品牌，大同在 1969 年就推出大同寶寶為代言人。「當時美

式橄欖球正風行，球員透過團隊合作將球送進球門達陣，跟公司各

部門合力生產、達成目標的理念相當契合」，大同公關施家雯表

示，於是橄欖球員形象的大同寶寶順利誕生。 



一般公司將企業玩偶設計工作外包處理，大同則有自己的設計團

隊，大同印刷中心課長包大治表示：「所有的造型，包括周邊商品

都是自己設計，委外打模製作。」 

36 年來大同寶寶的形象越改越活潑，去年並推出多元的周邊商品，

包括鉛筆、筆筒、記事本、手機座、桌曆等，讓收到的顧客有另一

分驚喜。 

目前棒球熱，大同也陸續推出打擊手、投手、捕手造型的大同寶

寶。施家雯說，這些都是為了塑造企業形象，不是以販賣為主，每

年大同寶寶限量製作一萬個。 

大同寶寶是少數能夠販售的企業玩偶，施家雯說因為市場上有需

求，許多顧客想蒐集大同寶寶及周邊商品，公司於是改變策略限量

販售，達到「滿足顧客」與「推廣知名度」的雙重目的。 

由於日本機器人當紅，包大治說最近還將設計會動會說的機器人寶

寶，不久可能出現環保材質、太陽能發電的玩偶造型，請拭目以

待。 

** 未來之星——Open 小將** 

而同樣喜歡說「拭目以待」的統一超商總經理徐重仁，當然不能只

甘於找 Hello Kitty 串場，「Open 小將」是領先全球 7-ELEVEN 率

先在台灣推出的企業玩偶。 



統一超商公關徐崇嵐說，Open 小將最特別的是有自己的店長、女朋

友、玩伴，就像身邊一位和善體貼，會報你好康資訊的朋友。 

未來統一超商計畫把 Open 小將塑造成最具人氣的代言玩偶，新的

超級偶像。 

 

 

 

 

 

 

 

 

 

 

 

 

 

 

 



循利寧的腳麻新聞式代言 

 

記者：阿伯，你怎麼不逃走？ 

阿伯：我就腳麻了是要怎麼走？ 

 

德國舒培藥廠

銀杏葉製劑 循利寧

 



 

 

 



 

 

 

 



 

 

 

 

 



 

 

 

 

 



 

 

 

 

 



 

 

 

 



 

 

 

 



 

 

 

 



 

 

 

 

 



 

 

 

 

 



    綜合上述兩個案例的研究，可知廣告代言人雖是產品銷售的好

的方法，但是，迷信名人代言卻可能帶來產品滯銷，甚至衰退的命

運。而選擇卡通的象徵人物，或者以創意採用小人物為產品代言，

則可完全免於名人一旦出事的風險，就長遠的產品生命而言，反而

是一條正確的行銷之路。 

    「黃色新聞」作為一個報道流派，存在的時間是非常短暫的，

但卻對整個20世紀的世界新聞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追求刺激的

觀念和意識並沒有消失，在台灣的蘋果日報依然追尋一百年以前的

報業競爭手法，而台北捷運不顧形象，企圖以波多野結衣的女優演

出，創造更大的悠遊卡行銷成果，都是類似的現象。 

    反觀白雪公主的迪士尼卡通人物，從無代言形象變動的危機，

潘朵拉紅酒以吳淡如代言，初期頗能打開知名度，在產品遭受批評

時，吳淡如撇清代言時間和責任，反使產品受到更大的影響。 

    從研究了解，以名人代言產品是一條主要潮流，但也是頗多危

機的行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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