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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Line 貼圖所具有的情感行銷力擴展品牌的知名度。然而，不見得每家企業都能獲得

成功的品牌行銷效益。本研究採網路問卷調查 Line 貼圖行銷當中的形象一致性，是否

會對品牌情感依附造成影響。本研究結果發現，貼圖形象與品牌形象一致性越高、品牌

形象與真實自我、社會自我之間的形象一致性越高，貼圖形象與社會自我之間的形象一

致性越低，越能提升品牌情感依附。本研究擴展自我一致性理論的運用，將其延伸探討

Line 貼圖行銷。最後，本研究提供實務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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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你更愛我:品牌貼圖行銷與自我一致性之研究 

壹、 導論 

一、研究背景 

在眾多行動通訊軟體當中，LINE 嶄露頭角。截至 2016 年 3 月 LINE 的全球用戶數

已突破 10 億，月活躍用戶數為 2.51 億（蘇文彬，2016），當中台灣市場就占有超過 1700
萬的用戶量（EZprice，2015）。LINE 貼圖引發熱潮：使用者以一張最適合自己情緒的

貼圖，將文字無法表達的情感與情緒傳遞出去。Line 貼圖所具有的情感行銷力，能使品

牌藉由 Line 貼圖所具有的豐富情感，成為品牌與消費者之間的情感溝通橋樑（洪郁真、

楊至靜，2013）。品牌無不爭相加入企業貼圖的行列，藉由提供免費貼圖吸引使用者下

載，以擴展企業品牌的知名度。然而，在品牌砸下重金推出 Line 企業貼圖的虛擬角色

代言人後，卻不見得各家品牌都能獲得成功的品牌行銷效益（elaine, 2014）。因此，各

家品牌要如何在貼圖市場中，發展出適合自身品牌的虛擬角色代言人貼圖，以發揮貼圖

行銷的最佳效益，就成了重要課題。許多研究指出，消費者傾向於購買或使用與自我形

象相一致的品牌（Malar,  Krohmer, Hoyer, & Nyffenegger, 2011; Sirgy, 1985）。在 Line
貼圖所帶來的龐大商機之下，許多品牌所推出的貼圖角色大多無法傳達與品牌自身一致

的形象（簡佳正，2014）。是否品牌、虛擬角色、與自我一致會影響貼圖行銷的成效?
文獻中鮮少探討消費者自我、品牌與品牌貼圖虛擬角色代言人三者之間的一致性對品牌

帶來的影響。此外，雖有研究針對 Line 貼圖的虛擬角色代言人進行探討（例，陳燕菁，

2014），這些研究僅提出品牌推出貼圖虛擬角色代言人的目的與成效，未探討至貼圖行

銷會如何影響品牌與購買行為。 

因此本研究將進一步聚焦於品牌與貼圖圖像之間的情感一致性，以及使用者、品牌

與貼圖虛擬角色代言人之間的形象一致性，運用自我一致性理論瞭解是否其一致性的關

係，會讓使用者對該品牌產生情感依附，並進而對該品牌產品產生購買意願，進一步填

補以往貼圖研究的缺口，擴展自我一致性理論的運用。 

以往自我一致性對消費者影響的研究，多探討真實自我及理想自我兩者對消費者反

應的影響（Chang, 2005; Hosany & Martin, 2011; Malar et al., 2011），僅有少數研究（Kim 
& Hyun, 2013）探討社會自我如何影響品牌。因此，本研究加入社會自我以探討其與品

牌情感依附間的關聯，並對產品購買意願有何影響，並了解真實自我一致性及社會自我

一致性何者對品牌情感依附的影響較大，預期研究結果能補充自我一致性理論研究的缺

口，並對品牌業者提出的行銷建議。 

貳、 文獻探討 

一、貼圖行銷 

近來，在行動通訊軟體中的電子貼圖（e-sticker）暢行，貼圖中角色所展現出複雜

的表情與行為使民眾的溝通有更加豐富的情感溝通及表達力（Wang, 2015）。Line 於 2011
年 10 月為開創電子貼圖的先驅者（Russell, 2013），以具特色、角色鮮明的貼圖表情成

功在台灣及日本等亞洲地區站穩腳步（Chang, 2016）。Kakao Talk、WeChat、Facebook 
Messenger 等行動通訊軟也開始推出推出電子貼圖（Horwitz, 2013）。Line 更於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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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推出首款會動的動態貼圖， 2015 年推出視覺與聽覺兼具的有聲動態貼圖，2016 年

6 月新推出全螢幕貼圖，透過具有震撼力的全螢幕貼圖滿足使用者的視覺感官（李鴻典，

2016）。 

圖像相較於文字更能傳遞情緒，成為品牌行銷者的行銷利器，許多品牌更著手開發

為品牌量身訂做的貼圖（Hof, 2016）。例如，網路購物平台樂天市場即結合台灣農曆春

節，推出「新年版幸運小熊」企業貼圖，於春節期間獲得 6 百萬次的貼圖使用量（洪郁

真，2013）。福特汽車為自家車款推出品牌表情貼圖，不僅在十天內就具有 25,000 次的

下載量，並且透過 Facebook Messenger 及 Twitter 等即時通訊平台，為福特的品牌形象

達到每日 40,000 則的分享次數，及達到超過一百萬的曝光量（Kaye, 2015）。貼圖不僅

能夠觸及討厭廣告的新世代族群，而獲得年輕世代的注意並不對貼圖行銷感到反感。再

者貼圖屬於視覺上的線索，能更加的適應、普及於即時通訊軟體內。此外，透過貼圖的

使用與分享，為自家品牌量身打造的貼圖，便能將品牌形象更加廣泛且免費的一再傳播

出去（Hof, 2016）。品牌發展自家貼圖供消費者免費下載，其免費的機制讓消費者較不

會對該企業貼圖及其廣告感到反感，而能達到品牌自然擴散的目的（莊麗存，2013）。

根據 LINE 官方 Blog（2014），有 74.5%的消費者曾使用過企業貼圖，有 34.3%的人認

為透過貼圖更能認識貼圖虛擬角色代言人及企業，亦有 21.8%的人對企業產品或服務更

感興趣，而有 12.8%的人會因而造訪企業通路或購買商品服務。因此，貼圖行銷不僅能

提升品牌的知名度，更有助於提升品牌好感度，而對產品購買意願造成影響。 

二、品牌情感依附（Emotional brand attachment） 

依附（attachment）是指一種個人和特定對象之間強烈且持久的情感連結（Bowlby, 
1979）。消費者也能對品牌形成情感依附，並維持與品牌間的情感關係。消費者能賦予

個人特質至品牌，讓品牌具人性化或是能以品牌的角度來表達自身的想法（Fournier, 
1998）。品牌依附就成為品牌與消費者自我認知與情感之間的連結（Lin, Chen, & Hung, 
2011），並且包含在情感內的熱情、喜愛和連結（Thomson, MacInnis, & Park, 2005），

更代表品牌與自我之間熱切的情感（Mikulincer & Shaver, 2007），導致強烈的情感依附

（Grisaffe & Nguyen, 2010; Thomson et al., 2005）。消費者對特定品牌具有高品牌依附

時，就代表其認為該品牌與自身具有某種連結關係，並且能代表部分的自己（Mikulincer 
& Shaver, 2007），同時也會對該品牌引發較多的情感（Thomson et al., 2005），進而願

意與品牌維持關係、支付價格溢價及原諒品牌的失誤，相反地會抗拒其他競爭品牌（Park, 
MacInnis & Priester, 2007）。換言之，與消費者建立良好品牌依附程度的企業，就能進

而增進企業的營利績效。 

三、虛擬角色代言人 

代言人是在廣告中為企業或品牌提供商品銷售助益、有助於強化該品牌價值的演

員、運動明星與表演者等公眾人物，或是具有專業知識的專業型人士，甚至可以是一般

消費者（Chiu & Lin, 2012）。消費者會因廣告代言人的不同，而對廣告訊息產生不同的

信賴感，進而對品牌產生購買意願（Friedman & Friedman, 1979）。隨著時代的演進，

品牌開始使用虛擬角色代言人（spokes-characters）來推廣品牌及服務（Chiu & Lin, 
2012）。Garretson 和 Niedrich（2004）將角色代言人定義為：用來宣傳、推廣品牌或產

品的非人類角色。角色代言人可為品牌標誌的一種，能為品牌傳遞象徵性的屬性、個性

和利益（Folse, Netemeyer & Burton, 2012），有助於建立消費者的品牌認同，產生正向

的品牌聯想（Founier, 1998），帶動消費者關注度、活力感和親近感（徐世同，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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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更樂於接收行銷訊息，並進而提升好感度、信賴度與商品購買意願（電通國華，

2015；Chiu & Lin, 2012; Folse et al., 2012; Huang et al., 2011）。 

Garretson & Burton（2005）指出，品牌角色代言人若與品牌之間屬性的相關性越一

致，將使消費者越容易回想該品牌而提升對品牌的評價。當 Line 企業貼圖虛擬角色代

言人的形象與品牌形象之間越具一致，使用者越能回想起該品牌，產生深刻印象。此外，

當使用者對虛擬代言人具有喜愛的認知後，不僅會對其產生更多注意力以獲取相關訊

息，此外更會將這樣正面的情緒轉移至品牌產品，而對品牌產生認同（耿慶瑞、丁慧瑩、

鄭璧嫻，2011）。綜合以上論述，本研究得出以下推論： 

H1：貼圖虛擬角色代言人形象與品牌形象的一致性，對品牌情感依附有正向影響。 

四、自我一致性 

自我概念（self-concept）為個人對自身所意識到的態度、感情、感知，及對自己所

做的評價（Solomon, 2002）。消費者常會藉由購買與自我形象相符合的商品來傳遞其自

我概念（Schiffman & Kanuk, 2000）。Sirgy （1982）將自我概念分為四項構面：真實自

我（actual self）、理想自我（ideal self）、社會自我（social self）與理想社會自我（ideal 
social self）。Malhotra（1988）則是將自我概念分為真實自我、理想自我與社會自我三

者。真實自我為個人對自己的主觀感知；理想自我為個人理想或目標中的想像，期望自

己會成為的形象；社會自我則是個人認為他人如何看待自我，亦稱為鏡中自我

（looking-glass self）或公眾的我（presenting self）；理想社會自我則是指個人希望他人

對自我所具有的形象。Sirgy, Grewal, & Mangleburg（2000）指出真實自我與理想自我同

屬於隱私自我的概念，而理想與社會自我同屬於公眾自我的概念，為個人展現於他人面

前的自我形象。因此，本研究將理想社會自我與社會自我合併為一類探討。 

Markus（1977）指出，個人所發展的自我基模（self-schema）能促進與自我相關資

訊的處理過程，有助於個人往後面對新資訊時，作為判斷、推論與決策的基礎，並抵制

與自身基模相牴觸的資訊。當個人認為該行為或態度是與自身形象相關的，便會將其歸

類於自我基模之內（Allom & Mullan , 2012），並會去關注與自我相一致的資訊，並表

現與自我相一致的行為，以維持完整的自我基模並自我提升（Chang, 2005）。當產品形

象激發與消費者自我基模相同的形象時，就會使得自我概念的「我」與激發的自我基模

相連結，消費者便會偏好於與自我概念相一致的品牌形象，影響對品牌形象的評價，進

而影響消費者購買、使用動機（Chang, 2005; Graeff,1996; Helgeson & Supphellen, 2004; 
Sirgy, 1982）。Sirgy（1982）認為自我一致性是品牌形象與消費者自我概念之間一致性

的程度。當消費者在選購品牌或產品時，不只會以品牌的功能為導向，亦會受到其所蘊

含的象徵意涵而影響購買意願（Malar et al., 2011）。 

Malar 等（2011）指出，品牌形象與消費者真實自我的一致性，是藉由自我驗證

（self-verification）動機所驅動的，人們會以自我所具有的信念為基準，去選擇與自我

信念相一致的訊息，以維持自我概念（Swann, 1983）。Malhotra（1988）證實真實自我、

理想自我與社會自我三者與品牌的一致性對產品偏好具有顯著影響。Malar 等（2011）
則著重於探討真實自我與理想自我的一致性對品牌情感依附的影響，他們以解釋水平理

論證實，真實自我一致性相較於理想自我一致性對品牌情感依附有較大的影響。根據解

釋水平理論，真實自我對於消費者來說，其心理距離較近且具體，屬於低水平解釋，因

此與消費者真實自我相一致的品牌，其對情感所造成的影響較大；理想自我的心理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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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大且抽象，屬於高水平解釋，因此遙遠的心理距離便降低對情感的影響。另外，他們

亦於研究中將社會自我此項概念作為干擾變數，指出社會自我也扮演著重要角色。 

本研究認為，Malar 等（2011）僅將社會自我作為干擾變數，無法獨立、全面地審

視社會自我對品牌的影響。再者，個人所具有的自我常受到文化差異的影響而有差異。

以個人主義文化地區為主要受測者的研究，其消費者較傾向於具有獨立、差異化的自我

概念，以滿足自我符合性動機及自尊動機。但對於較遵循集體主義的文化，如亞洲地區，

傾向於維持與他人和諧相處，並表達與重要他人相似、符合的觀點，以滿足社會符合性

動機和社會認可動機（Kim & Hyun, 2013）。本研究因此認為，在亞洲的場域之下，真

實自我及社會自我則更為重要。貼圖角色的作用就如同表情符號一般，能夠提供附加的

情境線索，使用者也能藉由貼圖角色的使用，表達個人的真實自我，或欲展現於他人的

社會自我，以維持自我概念。 

同時，理想自我是個人依據理想及目標所塑造出的自我想像（Wylie, 1979），其具

有的不確定性，相較於真實自我則會產生使用者更遙遠的心理距離。然而使用者在使用

貼圖時多是為了傳遞當下的情緒或自我呈現予他人。因此，本研究認為使用者難以將理

想自我投射至貼圖角色上。綜上述所言，本研究主要針對真實自我及社會自我，探討二

者與品牌情緒依附之間的關聯，並對產品購買意願有何影響。 

根據自我一致性理論，消費者會將貼圖虛擬角色代言人視為使用者自我概念延伸的

一部份，作為使用者內心真實自我的反映，並驗證、維持自身所使用的貼圖虛擬角色代

言人是與自我概念相符合的。在這樣的一致性之下，消費者會對品牌有正面的評價，進

而提升對品牌的情感依附（Burke & Stets, 1999）。品牌能透過虛擬角色代言人縮短品牌

自身與消費者的距離，並強化品牌形象，使消費者對虛擬角色代言人的喜愛延伸至品

牌，進而引發對品牌的情感依附（耿慶瑞等，2011; Malar et al., 2011）。本研究因此提

出以下假設： 

H2：貼圖虛擬角色代言人形象與自我形象的真實自我一致性，對品牌情感依附有正向影

響。 

學者指出社會自我一致性是由社會符合性（social-consistency）動機所引起的，消

費者傾向於維持其認為他人對自身所具有的形象，以減少與他人之間衝突的風險（Sirgy 
et al., 2000）。另一方面，根據 Goffman（1959）劇場理論，人在社會中會重視印象管

理，展現希望讓旁人看到的形象，同時必須對自己扮演的形象有所理解，此又與自我形

象中的社會自我概念彼此相關。同理，當人們在使用貼圖時，往往會藉由虛擬角色的形

象來扮演、維持欲讓他人看到的形象，也會預測透過該貼圖傳達的社會自我印象為何，

以向他人展現出自我的社交地位與風格。當虛擬角色代言人貼圖得以滿足使用者對社會

自我概念的想像與期待時，其一致性能產生對虛擬角色代言人的正面情感（Malar et al., 
2011），並將其情感轉移至品牌，因而提升對品牌的依附。綜合以上論述，本研究得出

以下推論： 

H3：貼圖虛擬角色代言人形象與自我形象的社會自我一致性，對品牌情感依附有正向影

響。 

自我擴張理論（Aron, Mashek, McLaughlin-Volpe, Wright, Lewandowski, & Aron, 
2005)指出，人們具有將他者納入自我概念的動機，若事物越能代表個人對自我的定義，

個人與事物之間的情感連結也就越強烈，而品牌依附正反應了消費者將品牌視為自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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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的程度（Park, MacInnis, Priester, Eisingerich, & Iacobucci, 2010）。當貼圖品牌越能

反應消費者的自我，消費者認為其與貼圖品牌之間的連結性也就越高，進而提升消費者

對該貼圖品牌的依附（Malar et al., 2011）。此外，根據自我驗證理論（Swann, 1983）
消費者會去驗證並維持現有的自我，並且避免自我概念被損害。當貼圖品牌與消費者真

實自我形象越一致，消費者對貼圖品牌的評價也越高，進而提升對該品牌的依附（Burke 
& Stets, 1999）。本研究因此假設： 

H4：品牌形象與自我形象的真實自我一致性，對品牌情感依附有正向影響。 

社會自我一致性受到社會符合性動機的影響，人們傾向於維持、表現其認為他人對

自我的形象（Sirgy et al., 2000），以符合自我對社會自我的期待。因此，當貼圖品牌的

形象與消費者社會自我形象越一致，兩者之間的情感連結也就越強烈。自我一致性理論

指出，品牌形象與消費者自我形象之間越一致，品牌與消費者之間的連結也就越高，進

而能夠提升消費者對品牌的依附（Malar et al., 2011）。本研究因此假設： 

H5：品牌形象與自我形象的社會自我一致性，對品牌情感依附有正向影響。 

 

 

 

 

 

 

 

 

 

 

 

 

 
圖 1 研究架構圖 

 

 

圖 1：研究架構 

 

參、 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曾使用過行動通訊軟體 Line 的使用者為探討對象。 

H4(+) 

H2(+) 

H1(+) 貼圖虛擬角色代言人形象與

品牌的形象一致性 

貼圖虛擬角色代言人形象與

真實自我形象一致性 

貼圖虛擬角色代言人形象與

社會自我形象一致性 

品牌情感依附 

品牌形象與真實自我的形象

一致性 

H3(+) 

品牌形象與社會自我的形象

一致性 

H5(+) 



2018 年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                                     

 

二、品牌的選擇 

本研究選出前 20 名粉絲人數最多的品牌官方帳號，作為前測選定品牌。問卷將包

含兩部分，第一部份是請受測者填寫對品牌的熟悉度，並以李克特七點量表進行衡量，

題項則參考 Malar 等（2011）對品牌熟悉度的衡量。第二部分請受測者填寫人口變項資

料。前測問卷以網路問卷的形式進行發放，發放日期由 1 月 12 日至 1 月 13 日，共回收

36 份問卷。前測資料分析結果顯示該題組具良好的信度（Cronbach's α=.933），本研究

根據單一樣本 t 檢定，選出食品、服飾、購物品牌與美妝四種不同的產品類別之中平均

數最高者：統一超商、UNIQLO、Yahoo 購物中心與 86 小舖為指定貼圖品牌。 

三、研究過程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問卷建置於免費網路問卷網站（https://docs. google.com/ 
forms/），以網路問卷的形式進行發放，問卷在 Facebook、PTT 問卷版、Android 版、

研所版及媽寶版發放，問卷發放時間於 3 月 14 日至 3 月 28 日。受測者首先會看到本研

究主題、目的，以及本研究所提供的抽獎獎品的說明。受測者接著開始填答本問卷。問

卷包含第一部份：Line 品牌貼圖使用狀況。第二部份：題項前指示說明，本研究參考

Malar 等（2001）的做法，請受測者勾選出品牌、貼圖虛擬角色代言人與自我所具有的

形象。第三部份：受測者勾選變項之題項。第四部分：受測者填寫個人基本資料。 

問卷總發放份數為 620 份。為增加受測者參與及完整填答本問卷的意願，本研究提

供 Line 貼圖代幣（100 元 5 名）及新光三越商品禮券（200 元 5 名、500 元 2 名及 1000
元 1 名）作為抽獎獎品，受測者留下個人電子信箱並被視為有效問卷，即可參加抽獎活

動。 

四、操行定義 

本研究所有變項皆採用李克特七點尺度量表（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來衡

量。貼圖虛擬角色代言人形象與品牌形象的一致性定義為，消費者對 Line 貼圖虛擬角

色代言人與品牌之間感受、想法及期望的知覺相符程度，衡量題項修正自 Sirgy（1997）。
貼圖虛擬角色代言人形象與真實自我形象的一致性定義為，消費者對 Line 貼圖虛擬角

色代言人與所認為的自我之間感受、想法及期望的知覺相符程度，衡量題項參考自 Malar
等（2011）。貼圖虛擬角色代言人形象與社會自我形象的一致性定義為，消費者對 Line
貼圖虛擬角色代言人與所認為別人眼中的自己之間感受、想法及期望的知覺相符程度，

衡量題項修正自 Kim 與 Hyun（2013）。 

品牌形象與真實自我的一致性定義為，消費者對品牌與所認為的自我之間感受、想

法及期望的知覺相符程度，衡量題項修正自 Malar 等（2011）。品牌形象與社會自我的

一致性定義為，消費者對品牌與所認為別人眼中的自己之間感受、想法及期望的知覺相

符程度，題項修正自 Kim & Hyun（2013）。品牌情感依附定義為，消費者認知自身與

品牌之間情感連結的程度，題項參考自 Malar 等（2011）。 

肆、 資料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曾使用過行動通訊軟體 Line 的使用者為探討對象。問卷發放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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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為 620 份，篩選掉無看過統一超商、UNIQLO、Yahoo 購物中心及 86 小舖貼圖的使用

者（141 份）及無效問卷（9 份），有效問卷合計為 472 份。受測者的基本資料如表 1。 

 
表 1：樣本人口統計變數分析 

問項 品牌名稱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總體 男 123 26.1 
女 349 73.9 

年齡 總體 19 歲以下 28 5.9 

20-24 歲 214 45.3 

25-29 歲 104 22.0 

30-34 歲 89 18.9 

35-39 歲 30 6.4 

40-44 歲 3 0.6 

45-49 歲 2 0.4 

50-54 歲 2 0.4 

教育程度 總體 高中（職） 13 2.8 

大學（專科） 300 63.6 

研究所以上 159 33.7 

婚姻狀況 總體 未婚 329 69.7 
已婚 143 30.3 

職業 總體 軍公教 41 8.7 
工 23 4.9 
商 38 8.1 
農漁牧礦 2 0.4 
服務業 53 11.2 
家庭主婦 44 9.3 
學生 228 48.3 
自由業（醫生、律師、

會計師） 
15 3.2 

待業 17 3.6 
其他 11 2.3 

個人月收入 總體 10,000 元以下 230 48.7 
10,001 元-20,000 元 54 11.4 
20,001 元-40,000 元 102 21.6 
40,001 元-60,000 元 77 16.3 
60,001 元~80,000 元 3 0.6 
80,001~100,000 元 4 0.8 
100,001 元以上 2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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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體信效度分析 

AMOS 22.0 分析信效度具有良好的內在品質。 

圖 2 結構模式徑路分析圖顯示。 

 

 

 

 

 

 

 

 

 

 

 

 

 

 

圖 2：結構模式徑路分析 

 

伍、 討論與結論 

Line 貼圖行銷成為許多品牌喜歡使用的策略（洪郁真、楊至靜，2013）。然而，貼圖行

銷之效益不明（EZPrice 公關室，2014）。本研究以自我一致性理論為基礎，檢驗貼圖

虛擬角色代言人、品牌、自我三者的形象一致性對於品牌情感依附與購買意願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貼圖形象與品牌形象一致性越高、品牌形象與真實自我、社會自我之間的

形象一致性越高，越能提升品牌情感依附。貼圖虛擬角色代言人與社會自我的形象一致

性對品牌情感依附呈顯著負向影響，也就是貼圖虛擬角色代言人與社會自我的形象越不

具一致時，越能提升品牌情感依附。本研究發現，貼圖角色代言人與品牌形象的一致性

對品牌情感依附具有正向影響。這與前人研究結果發現代言人與品牌的產品形象具高度

一致性能對消費者行為產生正向影響（Till & Busler, 2000）符合。本研究結果顯示，貼

圖角色代言人與社會自我的形象一致性對品牌情感依附有負向顯著的影響。這與前人所

提出之形象一致性所產生正面情感能使消費者將此正面情緒轉移至品牌，產生對品牌的

情感依附（耿慶瑞等，2011; Malar et al., 2011）不同。本研究推測這可能是由於消費者

會期待品牌於舊有形象上的轉變，或者於舊有形象上能加入更多豐富、多樣的元素，呈

現出與以往不同的品牌形象。如大同電鍋以品牌再造策略推出系列的大同寶寶 Line 貼

圖以求品牌年輕化（郭彥邵，2014）。不僅是大同寶寶的貼圖，之後更加入新貼圖角色

「酷可」，為舊有的品牌形象增添新元素（郭彥邵，2014）。消費者希望能透過貼圖角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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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代言人的使用，建立在他人眼中另一種形象(Goffman, 1959），並展現出與他人所預

期的自我有較不同的一面，使得自己更能夠呈現出獨特的社交角色與風格（elaine, 
2014）。因此，消費者看到貼圖中虛擬角色代言人與自我形象不一致時，反而能提升對

品牌的情感依附。 

本研究結果也顯示，品牌與真實自我、社會自我的形象一致性皆會對品牌情感依附

產生正向顯著影響。此結果與 Malar 等（2011）針對真實自我一致性對品牌情感依附影

響的結果一致。消費者常會因品牌所蘊含的象徵而選擇品牌（Malar et al., 2011）。當品

牌能代表個人的自我，個人與該品牌間的情感連結就更強烈，並將品牌視為自我一部份

的程度（Park er al., 2010）。使用者在使用貼圖品牌前，會考慮品牌所呈現的象徵意涵

以及與社會自我相一致的程度，進一步作為是否選擇使用貼圖品牌的依據（Sirgy et al., 
2000）。本研究結果證實，當貼圖品牌的形象與消費者社會自我形象越一致，消費者認

為其與貼圖品牌的連結性就越高，並進一步提升消費者對品牌的情感依附。 

最後，本研究發現，貼圖虛擬角色代言人形象與真實自我形象的社會自我一致性對

品牌情感依附不具顯著影響。Sirgy（1982）指出，自我一致性所具有的正向、負向價值

會受到自我形象與品牌形象的影響，而對個人產生不同的消費行為影響。對於具有正向

自我形象與正向品牌形象的個人，其會因為正向品牌形象能與自我基模相符合，並能維

持現有的自我概念而產生正向感受，此為正向自我一致性。相反地，若個人具有負向的

自我形象，以及負向的品牌自我形象，便會形成負向自我一致性，而對消費行為產生衝

突。由此，本研究推測此假說不成立的原因可能為，消費者對某種自我形象具有負向評

價，如不喜歡個人展現出過於自負的形象，並同時對品牌自我形象具有負向評價，如不

喜歡具有自負形象的貼圖角色代言人形象，並認為自己若使用該貼圖後會呈現出自負的

形象，便會降低使用該貼圖的意願以維持自我概念。因此這樣自我形象與品牌自我形象

之間所具有的負向自我一致性，便無法提升消費者對於貼圖品牌的正向感受，亦難以對

貼圖品牌產生情感依附。 

本研究有以下理論貢獻：首先過往以自我一致性理論探討對消費者影響的研究雖不

少，然而大多僅探討真實自我與理想自我所造成的影響（Chang, 2005; Hosany & Martin, 
2011; Jamel & Goode, 2001; Kressmann et al., 2006; Malar et al., 2011），較少研究著墨社

會自我對於品牌的影響（Kim & Hyun, 2013; Sirgy et al., 2000）。同時，過往對於自我的

研究較少運用於 Line 貼圖的情境，僅單就對產品／品牌行銷進行探討（Jamel & Goode, 
2001; Kressmann et al., 2006; Malar et al., 2011），未能釐清現今品牌該如何運用多樣的

行銷工具如貼圖，及貼圖角色代言人、貼圖品牌與自我之間的關聯，並難以了解消費者

於使用企業貼圖時，內心所具有的真實想法。 

因此本研究在考量 Line 貼圖虛擬角色代言人所呈現的自我後，不僅探討真實自我

更加入社會自我作為探討。並以自我一致性理論為基礎，剖析品牌與真實自我、社會自

我的形象一致性對品牌情感依附的影響，並將其理論延伸運用於貼圖圖像與品牌的情感

一致性，以及貼圖虛擬角色代言人與品牌、真實自我與社會自我的形象一致性對品牌情

感依附的影響。本研究結果不僅證實社會自我一致性與真實自我一致性相同，皆會對品

牌情感依附造成影響，並發現相較於品牌與社會自我的一致性，品牌與真實自我的一致

性對品牌情感依附所造成的影響較大。本研究的結果仍能填補過往的自我一致性理論研

究，亦為自我理論與貼圖相關的研究提供新洞見，以更加了解虛擬角色代言人與消費者

自我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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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圖像於行銷領域上的實際運用不勝枚舉，過去亦有不少研究針對產品或角色

代言人的圖像進行探討，其指出圖像能對消費者造成影響，並大多聚焦檢視圖像的廣告

效果如廣告態度（Aydinoglu & Cian, 2014；Till & Busler, 2000）及來源可信度（Lo, Chiu 
& Hsieh, 2013）。然而過往研究較缺少消費者是否會對圖像產生具強力且持久情感的探

究，如品牌情感依附。因此本研究以過去圖像研究為基礎，將圖像的運用延伸至 Line
貼圖所呈現的圖像上，探討貼圖圖像情感與品牌所具有情感之間的關係，對消費者在品

牌情感依附所造成的影響。 

在實務貢獻方面，本研究結果驗證品牌與消費者真實自我、社會自我的一致性，對

於提升對品牌的情感依附具有顯著影響，並且能進而提升對品牌產品的購買意願。品牌

在建立、發展品牌定位時，須以消費者為導向，將消費者的自我納入考慮，以建立與消

費者之間的連結，提升消費者對品牌的情感依附，這將能使消費者感受到品牌與自身有

較大的相似與連結性。品牌在發展品牌形象時，更需著眼於消費者的真實自我。本研究

建議品牌應藉由大數據分析，精準定位較具有真實自我的客群，並於品牌定位時強調品

牌所展現的形象，能與消費者的真實自我形象為一致，使品牌訴求能更加貼近消費者的

真實生活，例如根據消費者的真實自我為其打造具個人化、量身訂做的行銷服務。最後，

本研究發現，消費者不僅喜愛貼圖角色是符合品牌形象的，更希望藉由貼圖塑造自己不

同於實體世界的形象。因此，品牌牌推行貼圖時，應發展具有不同於目標消費者實體世

界的地位或象徵性，以符合現今消費者欲呈現多樣、豐富風格與形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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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randed e-stickers on Line is powerful in emotional marketing to increase brand 

awareness. However, branded –sticker marketing does not always lead to success.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influences of branded –sticker marketing on brands. The study examines 

effects of self-congruence among spokes-characters, the brand and consumers’ self on brand 

attachment. Results of an online survey reveal that the congruence between the e-sticker 

spokes-characters and brand images, between brand and actual-self images, and between 

brand and social-self images positively affect brand attachment. The congruence between 

e-sticker spokes-characters and social-self negatively influences brand attachment. The study 

extends the self-congruence theory to branded –sticker marketing. This study then offers 

some practical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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