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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隨著網路族群及其網路使用經驗的增加，傳統被動等待點閱的橫幅式網路

廣告已難吸引網路使用者之注意，廣告主多希望有更多其他的廣告方式以

吸引網路使用者。故各大網站紛紛配置專門的人力負責撰寫一種能整合影



像、聲音、動畫圖片及影片，且能提供使用者互動功能，業界稱為豐富式

媒體網路廣告（rich media ads, 以下簡稱豐富式媒體廣告）的創意廣告，以

吸引消費者的注意。 目前在考慮設計網路廣告的設計屬性有許多種，本

研究中特別針對其中三個對豐富式媒體廣告最重要的設計屬性─訊息訴求

內容（商品情報訴求內容、促銷資訊訴求內容）、互動性（高互動性、低

互動性）及娛樂性（高娛樂、低娛樂性）等為自變數，來探討對其網路廣

告效益（廣告態度、點選意向）之影響，以期在達到廣告效益最大之前提

下，發展出依據最佳的廣告設計屬性組合模式的豐富式媒體廣告，供企業

參考。另外，由於廣告中產品的創新性不同，對消費者會產生不同的購買

風險。故產品創新性是否會對廣告態度及點選意向是否會產生不同的干擾

效果，值得探討。 經文獻探討後，本文作出以下假設：消費者對具「商

品情報訊息訴求內容」、「高互動性」、「高娛樂性」的豐富式媒體廣

告，較「促銷資訊訊息訴求內容」、「低互動性」、「低娛樂性」的豐富

式媒體廣告，有較佳的廣告態度及點選意向；以及豐富式媒體廣告使用於

創新性較高的產品，會比用於低創新性產品，產生較佳的廣告態度及點選

意向。 本研究以實驗法進行，實驗對象為輔大企管系大一到大四及管研

所的學生。本研究以數位相機及即可拍相機為高創新性及低創新性產品之

代表，分別依三項變數，製作 2*2*2=8 組之實驗廣告，要求受測者觀看一

組廣告後回答問卷。共發出 320 份問卷，回收 289 份有效問卷，再以

MANOVA 分析及獨立樣本 T 檢定比較不同組實驗廣告間自變數對應變數

影響之顯著程度。 研究結果顯示，當產品具高創新性時，具有商品情報

訊息訴求內容的豐富式媒體廣告，會讓消費者有較好的廣告態度及較高的

點選意向。而產品創新性低時，則消費者對具促銷資訊訊息訴求內容的廣

告，有較好的廣告態度及高的點選意向。此外，消費者面對高互動性的高

產品創新性豐富式媒體廣告時，會比低互動性的廣告，產生較好的廣告態

度。而在高互動性在低產品創新性豐富式媒體廣告中，消費者會有較高的

點選意向。最後，不論廣告中是否為創新性高的產品，高娛樂性的豐富式

媒體廣告皆可令消費者有正向的廣告態度及點選意向。  

摘要

(英) 

Along with website users’ Internet usage experience increase, traditional and 

passive banner advertisement has difficultly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website user. 

Most advertisers look for more other advertisement methods to attract more 

attention of network user. Consequently, large website proprietors install specialized 

manpower to be responsible for composing a kind of creative advertisement which 

can integrates image, voice, animation picture and films, and provide users function 

interact, named “rich media type Internet advertisement”, to invite users’ eyes. 

This study is aimed at three design parameters of rich media Internet advertisement- 

message appeal(product information & promotion information ), interaction and 

entertainment,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to discuss the effectiveness on advertising 

attitude and click intention. Taking to reach advertisement benefit biggest as the 

precondition, this study develops best rich media advertisement that based on the 

design parameters combination for business enterprise. Besides, does product 

innovativeness cause interferences between design parameters and advertisement 

benefit will be discussed in this study. This research carried on with experiment 

method and the experiment object was to assists the students of Fu-Jen Business 



Management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In this study, we 

used digital camera and ditchable camera as representative of high and low 

innovative products and according to three independent variables to designed 

2*2*2=8 groups of experimental advertisements. Examinees were requested answer 

the questionnaire after watching one group of the advertisement. Three hundreds 

and twenty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and 289 effective ones were returned.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and MANOVA for testing the hypotheses are used in 

this research. The results discovers high product innovativeness-rich media Ad with 

product information message appeal and low product innovativeness-rich media Ad 

with promotion information message appeal causes consumers generate better 

advertising attitude and click intent. In addition, consumers generate better 

advertising attitude on high product innovativeness-rich media Ad with high 

interaction and better click intent on low product innovativeness-rich media Ad with 

high interaction, compared with low interaction. Finally, no matter product 

innovativeness is high or low, rich media Ad with high entertainment causes 

consumers generate high advertising attitude and click i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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