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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親介入方式對學齡前幼兒
廣告認知力之影響
蕭湘文、蔡蓉蓉∗
《摘要》
本研究主要想了解在快速成長的兒童廣告中，家長陪看電視習慣
與態度對學齡前幼兒的廣告認知力有何影響。經由便利抽樣，選取台
北市文山區十一所公私立幼稚園，並於 2008 年 4 月間以問卷調查了二
百一十九位的家長及其幼童。本研究主要發現有三：（一）幼童年齡
對廣告認知力有顯著影響；性別或觀看電視量與廣告認知力則無明顯
關係。（二）在廣告認知力三項指標當中，雙親介入方式只對幼童廣
告目的辨別力有顯著影響。（三）雙親介入的三種方式對幼童廣告認
知力的影響程度上並無太大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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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問題
美國二至十一歲兒童平均每週觀看無線與有線電視時間為二十一小時（Neeley
& Schumann, 2004）。相較於國內，由 2005 年台灣兒童傳播權調查報告發現，台
灣學童平均每星期看電視的時間超過十七個小時，非假日平均每天收視 2.3 小時，
其中有 28.7% 的學童每天看三小時以上，甚至有 12.7% 的學童在上課日每天花五
小時以上看電視。到了週末假日，孩子看電視的時間更長；而且高達五成以上
（54.6%）的兒童通常不會有父母陪同收視（兒童福利聯盟文教基金會，2005.12.
13）。另外，在 2006 年同樣的調查主題公布結果顯示，國小孩子們每星期的收視
時數上升為 17.3 小時，比 2005 年全年多花 15.6 小時，平均一年在電視上花費近一
千小時的時間（張嘉芳，2006）。這些數字顯示電視已經成為學童生活作息中非常
重要的媒介物。且隨著雙薪家庭比例攀升，電視儼然成為另類的「家庭保母」，而
穿插於電視節目中的電視廣告即成為兒童吸收生活資訊的一大管道。
兒童廣告的快速成長，日益受到重視，粗略估計每年兒童約看到兩萬則廣告，
且逐年增加中（Kunkel & Roberts, 1991）。這樣的狀況也使得廣告主亟欲開拓研發
更多的兒童商品，並於兒童最愛觀看的卡通節目中穿插廣告，企圖誘使小朋友對廣
告的商品產生想買的想法或要求。由於學齡前幼童對廣告的客觀推理能力尚未完全
形成，不僅對產品缺乏認識也並無能力判斷產品的好壞，長久暴露在廣告叢林中，
受廣告薰陶所養成的知識、態度及價值觀都有可能使幼童建立偏差的訊息認知。
台灣兒童與電視的傳播研究中，大都以電視觀看行為描述或電視節目分析的研
究素材為主（吳翠珍，1998）。雖然研究顯示父母如果參與子女的收視就能增進子
女的電視素養（周慧美，1999），但也有研究發現，絕大多數子女觀看電視時並無
父 母 陪 同 ， 就 算 父 母 陪 同 也 不 曾 與 子 女討論內容（廖鳳瑞，1995；蕭育純，
1999）。因此以往的相關研究主要聚焦在父母有無陪伴孩子探討節目內容（周慧
美，1999），對於兒童電視廣告的研究較多集中在廣告對兒童產生哪些影響、兒童
如何解讀廣告（Ward, 1972；Robertson & Rossiter, 1974），廣告引發兒童物質主義
的程度（Buijzen, 2007；Buijzen & Valkenburg, 2003）較少考量幼兒觀看電視廣告
時的情境因素，亦即旁邊是否有家長陪伴，以及有無提供對廣告的詮釋等。廣告對
兒童的影響效應決不低於電視節目，父母對廣告的反應就成為學童如何詮釋廣告的
關鍵角色。已經有實證研究證實兒童常暴露於電視廣告中，會影響孩童物質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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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 度 、 增 加 購 買 請 求 以 及 較 多 父 母 與 子 女 之 間 衝 突 行 為 的 產 生 （ Buijzen &
Valkenburg, 2003）。Reid（1979）的研究指出，父母教導與電視廣告有關的知識，
可以增進兒童對電視廣告的認識。如果父母願意與孩子討論有關消費的相關事情
時，則會削弱電視廣告的效果（Moschis, 1985），顯見父母在兒童對廣告認知能力
上有一定程度的影響力。但父母的影響力如何產生？Donohue 與 Meyer（1984）認
為，雙親的介入方式通常被視為是管理電視對兒童影響的最有效工具；所謂的介入
方式就是觀看電視時父母與子女的互動方式。在許多檢視父母與孩子觀看電視行為
的 研 究 中 ， 顯 示 出 三 種 顯 著 的 介 入 模 式 ， 包 括 一 、 約 束 式 介 入 （ Restrictive
Mediation）：父母會限制電視觀看的時間、節目內容型態的選擇以及用是否能觀看
電視作為行為的獎勵或處罰來規範。二、啟發式介入（Instructive Mediation）：藉
由討論的過程，父母能理解小孩對電視內容了解的狀況。因此父母嘗試將電視內容
的概念轉換成小孩能夠理解的意思就是啟發式介入。三、共同觀看式介入
（Coviewing）：父母與子女一起觀看電視但並不會刻意要做內容上的討論（Austin,
Bolls, Fujioka & Engelbertson, 1999；Valkenburg, Krcmar, Peeters & Marseille, 1999；
Warren, 2003）。
由於電視廣告與節目屬於不同的文本類型與製作目的，觀看電視時免不了收視
到廣告，但對成人觀眾而言，廣告就是可以做別的事情的時間。然而對幼童而言，
廣告可能與節目一樣的有趣吸引。因此當父母親介入幼童觀看電視時，對於廣告文
本是否也採取同樣的介入方式，而藉由不同的介入方式是否影響到幼童對廣告的認
知，是本研究所感興趣的焦點。畢竟兒童被視為是觀看電視時最容易受到潛在負面
影響的受眾，其中廣告的影響力不容忽視（Oates, Blades, Gunter & Don, 2003）。
國內目前針對學齡前幼兒廣告認知的實證研究頗為欠缺，因此，希望藉由調查台北
市幼稚園幼童父母與訪談其子女，來了解父母介入方式不同時對幼兒接收廣告是否
也會產生認知上的影響。主要的問題有三：一、父母以啟發式介入幼童收視行為
時，對幼兒廣告認知力的影響為何？二、父母以約束式介入幼童收視行為時，對幼
兒廣告認知力的影響為何？三、父母以共同觀看式介入幼童收視行為時，對幼兒廣
告認知力的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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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兒童對廣告的認知
（一）何謂兒童的廣告認知
廣告主以兒童為其目標族群，運用電視特有的視覺符號、聽覺符號及結構符號
以產生幼童對電視廣告的吸引力，達到幼童注意廣告中所傳遞的商品訊息。因此，
針對兒童族群用兒童詞語所設計製播的商品廣告（如玩具、食品等）統稱為兒童電
視廣告（Neeley & Schumann, 2004）。
吳知賢（1998）說明兒童廣告的形式特質常常包括使用強烈的光影、將人變大
或縮小、讓動植物說話等新奇魔幻的手法。Neeley 與 Schumann（2004）則強調，
由於電視是一個動態的聽視覺媒體，不管是用動畫方式展現出兒童商品的特色，或
是創造一個幻想的商品意境，或者應用角色扮演的方式，只要兒童能夠被廣告吸引
住時，廣告訊息就愈容易被兒童所吸收，即可達到兒童廣告的目的。對於學齡前幼
童而言，電視兒童廣告提供了訊息呈現的獨特機會，也開始建構幼童對廣告產品的
認知。
基本上，廣告的認知建立在對廣告理解的基礎上。Young（1986 & 1990）認為
兒童如果理解廣告，應該能夠知覺到廣告鼓勵觀眾購買產品的意圖，有了這層的基
礎理解，才能進而發展出理解更複雜的廣告訊息，包括誰出錢作廣告、由誰創作、
誰能從廣告中獲利、某些廣告為什麼只在某些頻道中播放等等問題。換言之，廣告
認知力就是要了解兒童從廣告中知覺到什麼訊息。因為對廣告產品所產生的認知內
容，相對影響後續消費行為的可能性也提高。例如在大量的兒童廣告中，Van Evra
（1998）發現高達七成四針對兒童的廣告都是加糖零食與飲料，健康食品只佔了
2.8%。而長期觀看食品廣告的兒童，多認為含高糖份的甜食及餅乾是豐富營養的產
品（郭麗玲，1987）。由此可知，除了玩具，含高糖的不健康食品往往在廣告主的
電視廣告傳播下，讓兒童不自覺的接受該食物，更甚而認為這些高糖食品是營養
的，扭曲了兒童對該產品實際該有的正確認知。

（二）影響兒童對廣告認知的變項
1. 年齡：年齡就像是一個發展差異的指標，它是兒童如何有能力處理廣告資
訊的重要元素（Van Evra, 1998）。通常孩子不會改變自己對廣告的觀看模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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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力卻因年齡而異，黃金時段廣告全神貫注的觀看方式，隨年齡增加而減少（郭
麗玲，1987）。但是兒童究竟從幾歲開始對廣告有所認知，一直是相關研究中都會
檢視的重要變項。不過不同的研究結果卻有不同的答案，有的研究發現三或四歲的
幼兒已經了解廣告的說服意圖（Donohue, Henke & Donohue, 1980；Gaines &
Esserman, 1981）；Kunkel 與 Roberts（1991）則認為五歲以下兒童多半無法區別節
目與廣告，要到七或八歲時才了解廣告；不過也有研究主張五歲的兒童有半數以上
已經知道廣告的意圖（Oates, Blades, Gunter & Don, 2003）。Macklin（1987）的研
究則指出八歲孩子可以理解廣告；但也有研究發現十二歲以下孩子對於了解廣告目
的其實仍有一些困難（Bjurstrom, 1994）。Livingstone 與 Helsper（2006）研究結果
指出，以往大部份的研究都認為年幼的孩童比青少年更容易受廣告的影響，但事實
上可能並非完全如此。因為不同年紀的孩童會因其不同廣告識讀能力的程度而影響
其廣告認知。這些結果的不一致性，主要可能的原因在於不同研究者對於廣告認知
所檢視測量的面向有所差異（Oates et al, 2003）。羅文輝與鍾蔚文（1988）針對國
小三年級與六年級學童所做的相關研究中也發現，年齡的確會影響兒童對電視廣告
的認知及行為，但對態度並無顯著的影響。從這些研究中可以發現，幼童年齡變項
與其認知發展之間可能存在某些關聯性。
2. 性別：傳統上，男孩的表現似乎在視覺與數理方面有優於女生的表現；女
孩則是在語文、認讀、寫作方面有優於男生的天份。但是，較少有一致性的研究顯
示出男孩與女孩在資訊處理上的確會因為性別而有顯著的不同（Huston, Wright &
Green, 1999）。Manchanda 與 Elezabeth（1996）指出，男孩與女孩對訊息都有同樣
的處理能力，女孩並不會比男孩更懂得複雜的文字意義。同樣的，男孩在視覺訊息
與空間組合上也不一定優於女性。Khatibi, Haque 與 Ismall（2004）針對五到八歲的
幼兒所進行的廣告理解力研究中，特別將性別作為一個考量的變項。其結果也發現
性別與兒童理解廣告上並沒有顯著的關聯。另外，在 Butter（1981）等人以及
Macklin（1987）的相關研究中，也指出男孩與女孩的性別變項和辨別廣告與節目
區別以及理解廣告銷售目的之間都沒有顯著關聯。由於性別一直是人口特質中一項
重要的變項考量，因此本研究也納入檢視。
3. 觀看電視的量：一般而言，二至三歲的兒童已能辨認電視節目中經常出現
的角色，並開始固定觀看某些節目；隨著年齡的增長與生理、心理的發展，尤其是
語言能力的快速成長，五至六歲學齡前的孩童電視觀看時間達到第一個高峰（吳翠
珍，1998）。雖然重度觀看電視似乎並沒有加速或顯示對電視廣告的了解，但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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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者的確比輕度觀看者付出更多注意力於廣告上，且更會相信廣告，對廣告及其
產品產生更多正面的態度（Adler, Friedlander, Lesser, Meringoff, Robertson, Rossiter
& Ward, 1979；Rossiter & Robertson, 1974）。此外，當觀眾收看更多的電視廣告
時，更可能使他們看到所要尋求的資訊內容（Van Evra, 1998）。所以要研究幼童
對兒童廣告的解讀與認知，就必須考量觀看電視時間的長短，畢竟觀看電視的時間
愈長，幼童看到愈多或重複廣告訊息的可能性就愈高，就愈可能產生對廣告認知的
差異。

（三）廣告認知的檢視面向
1. 廣告內容的記憶：Young（1990）指出兒童對廣告內容的記憶是廣告認知的
一環，藉由對電視廣告內容的記憶及印象幫助他們對廣告的認知，所以兒童能記得
多少廣告內容與對廣告的認知息息相關。換言之，可以從具體量化的觀看時間數字
以及對廣告元素記憶的多寡來檢測幼童對廣告資訊的注意力、廣告幻想與真實判斷
及廣告內容記憶的程度。
2. 幻想與真實的判斷：電視的特殊畫面、慢鏡頭、剪接、移動等特質，對兒
童來說具有非常大的吸引力。尤其是短秒數的廣告表現，在極短的時間中以誇張、
詼諧、歡樂或有趣的方式表現產品，不僅引發兒童的注意力，同時影響理解力。根
據皮亞傑認知發展的概念來看，學齡前幼兒處理資訊時往往只根據最表象所看到的
訊息線索，並無法辨識訊息中的真偽或潛藏的訊息（Wartella & Ettema, 1974）。也
因此有研究根據兒童所經歷的攻擊行為檢視他們的動機，發現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
兒童對電視內容無法區別幻想與真實間（Comstock & Paik, 1991）。主要原因在於
兒童正處在認知發展的重要階段，如果他們欠缺其他資訊管道印證訊息，就容易將
電視上所知覺的事物認為是「真實」的。因此幼兒能否判別廣告中的幻想或真實成
分，可以成為廣告認知力的檢視指標之一。
3. 辨別廣告目的：基本上，學齡前的幼童會基於可感知的特性，例如廣告時
間較短，節目時間較長的特質來分辨節目與電視廣告；而不是由廣告主的動機或銷
售商品的意圖來區分（Roedder, 1999）。一直到八至十歲時才會發展完成關於廣告
目的的基本了解（Libert & Sprafkin, 1988；Lindell, 2001）。換言之，學齡前幼童會
因為年齡的增長而對廣告訊息更加了解，也漸能對廣告的真實性加以判讀。但是當
幼稚園幼童對廣告推理能力尚發展不成熟時，極有可能因為廣告內容的誇張或不
實，造成學齡前兒童對產品認知的扭曲，甚至可能養成偏差的消費行為。由於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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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終目的在於說服目標族群對廣告商品的喜好與購買，因此兒童是否能辨別廣告
目的亦是判斷其廣告認知能力的關鍵要素。整合文獻的整理，本研究主要以幼兒對
廣告內容記憶、對廣告幻想與真實判斷以及對廣告目的辨別作為測量幼兒對廣告認
知的主要變項。

二、雙親介入收視行為與幼童廣告認知
對就學兒童而言，電視通常是價值觀的重要來源之一，但兒童常常對整合電視
元素有困難，致使他們產生歪曲的看法。但父母或兄弟姐妹的參與能對兒童觀看電
視有所幫助（Van Dyck, 1984；Roedder, 1999）。因為父母的共同觀看能提供兒童
一種適宜的電視觀看行為之角色模範（Anderson & Collins, 1988），而父母直接的
溝通討論更有助於型塑兒童在真實世界的知覺，以用來評估電視世界的真實性
（Austin, Roberts & Nass, 1990）。
Van Evra（1998）指出，如果父母陪著他們的小孩一起看電視，他們可以提供
其他的觀點作為兒童接收到資訊的一些補充、改變或調整。雖然父母如果沒有陪小
孩一起觀看電視也可以提供替換資訊，但如此的資訊管道脈絡，與電視媒介內容較
沒有立即且直接的關聯。由此可見，父母在幼童觀看電視時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
要。尤其對學齡前五、六歲幼童而言更甚為重要，因為幼童或許能片段記憶所看到
的電視廣告，但他們無法像較年長的幼童具有較成熟的認知能力，在解讀與認知力
均不足情況下，幼童更需要父母陪伴看電視，並加以說明與疏導，才有助於提升幼
童對廣告的認知力。
在雙親陪看情形的相關研究中，Lawrence 與 Wozniak（1989）發現六至十七歲
的學童，在平常有三分之二觀看電視的時間是與家庭成員一起收看，其中大部份是
與自己的兄弟姊妹。當他們和父母一起觀看電視，最常陪看的是父親；很少有家庭
是全家一起看電視。其他研究也都顯示出，要減少電視可能的負面效果，有效的方
式之一就是父母親介入參與孩子的收視行為（Austin, Bolls, Fujioka & Engelberston,
1999；Nathanson, 2001）。國內郭麗玲（1987）的研究發現，親子雙方都表示父母
「經常」陪孩子看電視的占 15%；翁秀琪與陳世敏（1989）研究發現，經常陪孩子
看電視的比例佔 26.8%，偶爾陪伴的父母則有 64%。廣電基金於 1996 年針對台灣
兒童閱聽行為的調查中發現，有 87.4% 的家長「經常會」或「偶而會」陪同小孩
看電視。其中三歲至國小二年級的小朋友，家長「經常」陪同的比例並不比國小三
年級至國小六年級的高（莫季雍，1996）。從這些不同時期的研究中可發現，愈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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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多的父母會陪伴孩童觀看電視，主要可能的原因就是希望降低電視內容可能的負
面影響。
除了節目內容外，Young（1990）指出影響兒童對廣告訊息處理的因素之一就
是來自父母親的影響。目前已經有些研究證實父母親對兒童處理廣告訊息上的確產
生某些程度的影響，例如父母親對廣告的態度相對直接影響兒童的廣告知識、態度
與消費價值觀。間接影響部份，父母如果與兒童在觀看電視廣告時有所互動或討
論，就有可能會減緩電視廣告的負面效果（Gunter & McAleer, 1997）。Wiman
（1983）發現，當父母對子女的收視行為加以限制時，會影響子女對電視廣告的態
度，並使子女提出要求購買的次數相對減少。如果父母直接評論電視廣告，就會直
接影響兒童吸取哪些廣告訊息的內容（Donohue, Henke & Donohue, 1980）。Reid
與 Frazer（1980）的研究也指出，父母如果和子女一起看電視以及制定看電視的規
則，會影響兒童對電視廣告的反應。戴斯蒙等人（Desmond etc., 1985）的研究則強
調，父母應防止兒童長時間獨自看電視，儘可能一起陪看電視。最好還能同時為孩
子解說節目內容、角色性格、刻版印象的呈現等，才是防止兒童受電視負面影響的
根本之道。由此顯見，是否有人陪伴觀看電視成為幼童對廣告認知可能的影響因素
之一。
前述的研究主要指出父母陪看的重要性，但也有許多後續的相關研究中強調父
母 介 入 孩 童 收 視 行 為 的 方 式 對 孩 童 更 有 認 知 上 的 影 響 。 Anderson 與 Collins
（1988）指出，雖然父母的共同觀看也能提供兒童一種適宜的電視觀看行為之角色
模範，但是如果父母只是單純與孩子一起看電視，沒有互動或討論，則無明確證據
支持親子共視有助於兒童對電視的理解。Gunter 與 McAleer（1997）也認為，有些
時候雙親的共視行為是因為自己本身也愛看電視，自然會與孩子有較多時間一起看
電視。有時也會自然的對電視內容閒聊，但這並不代表親子共視時的互動品質高，
或有助於兒童理解電視節目的內容。
早期 Gunter 與 McAleer（1997）的研究中，從輔導的觀點指出父母陪伴兒童觀
看電視所呈現的三種輔導（guidance）類型：包括（一）設定小孩可看電視的時間
以及禁止觀看特定的節目的限制輔導。（二）協助解釋電視廣告的意義、指出演員
有哪些演出的不好示範或解釋電視裡的人只是演戲評語作法的評價輔導。（三）沒
有特別的輔導方式，純粹是與小孩一起觀看或談論節目，並不積極的以自己喜好傳
達給小孩電視經驗的無焦點輔導。Warren（2003）則以約束式介入、啟發式介入、
及共同觀看區分父母在學齡前幼童電視觀看過程中的角色分類。這三種方式以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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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後續許多探究雙親介入（mediation）兒童收視行為的主要理論模式（Austin,
2001）。例如 Bybee 等人（1982）以及 Lin 與 Atkin（1989）研究發現，對於愈小
的孩子，父母傾向以約束型的方式介入收視行為，對於較大的孩子，則採取無目的
型的介入；顯示兒童的年齡是一個關鍵因素。至於性別方面，根據 Bybee 等人
（1982）研究結果顯示，父母對於不同性別的兒童，介入類型並無顯著差異。在
Abelman（1990）的研究結果中指出三點重要的發現：（一）較重視電視對兒童認
知層面影響的父母，會採評價型的介入方式，傾向與孩子一起討論並批判節目內
容。（二）較重視電視對兒童行為影響的父母，傾向以約束限制的方式介入兒童的
收視。（三）較重視電視對兒童行為影響的父母，比起其他父母有較多的介入行
為。
上述的相關研究都顯示出雙親積極參與兒童收視行為的確會減少電視潛在的負
面效果，或提高兒童媒體識讀能力。雖然一般概念中，多數廣告創作表現淺顯易
懂，但兒童因為有限的語言詞彙，在理解廣告的過程中，雙親的介入方式是否也有
其影響性成為研究關注的焦點。有些研究直接以電視廣告作為研究主軸，檢視雙親
介入收視行為與兒童的廣告認知之間的關聯性。而其結果也都驗證出如果雙親積極
向 兒 童 解 釋 廣 告 的 本 質 與 目 的 ， 就 能 相 對 減 少 廣 告 的 不 良 影 響 （ Buijzen &
Valkenburg, 2005；Fujioka & Austin, 2003）。例如在一項電視食物廣告對學齡前幼
兒喜好影響的研究中就顯示，父母親對於兒童收視電視廣告時，如果扮演兩方面的
教育角色就可以避免廣告的不良影響：（一）當孩子看電視時，成為積極的參與
者，鼓勵他們評判所看到的廣告食品，以及廣告表現的品質。（二）藉由設定觀看
電視時間，減少廣告的接觸（Khatibi, Hague & Ismallm, 2004）。
本研究以 Warren 所提的三種輔導方式來檢視父母介入方式的不同，對幼童廣
告認知力（亦即對廣告內容記憶、對廣告幻想與真實判斷以及對廣告目的辨別）是
否也有不同的影響。包括三個主要研究假設：
假設 1：父母約束式介入程度的不同，幼童廣告認知力也不同。
1-1：父母約束式介入程度的不同，幼童對廣告內容記憶也不同。
1-2：父母約束式介入程度的不同，幼童對廣告幻想與真實判斷也不同。
1-3：父母約束式介入程度的不同，幼童對廣告目的辨別也不同。
假設 2：父母啟發式介入程度的不同，幼童廣告認知力也不同。
2-1：父母啟發式介入程度的不同，幼童對廣告內容記憶也不同。
2-2：父母啟發式介入程度的不同，幼童對廣告幻想與真實判斷也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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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父母啟發式介入程度的不同，幼童對廣告目的辨別也不同。
假設 3：父母共同觀看式介入程度的不同，幼童廣告認知力也不同。
3-1：父母共同觀看式介入程度的不同，幼童對廣告內容記憶也不同。
3-2：父母共同觀看式介入程度的不同，幼童對廣告幻想與真實判斷也不同。
3-3：父母共同觀看式介入程度的不同，幼童對廣告目的辨別也不同。

參、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根據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設，本研究變項分為三個部份，而三者間之關係架構如
下圖所示。其中，幼童基本變項與雙親介入方式為自變項，幼童對廣告的認知力為
依變項。基本變項部分包含幼童年齡、性別與觀看電視量等三項。雙親介入方式包
含約束式介入、啟發式介入與共同觀看式介入等三項。至於幼童對廣告的認知力則
包含內容記憶、真實判斷與目的辨別等三項。有關各變項之具體定義與測量方式詳
述於下方。

幼童基本變項
‐ 幼童年齡
‐ 幼童性別
‐ 觀看電視量

雙親介入方式
‐ 約束式介入
‐ 啟發式介入
‐ 共同觀看式介入

幼童對廣告的認知力
‐ 廣告內容記憶
‐ 廣告幻想與真實判斷
‐ 廣告目的辨別

圖一：研究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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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項定義與測量
（一）基本資料：幼童之年齡、性別與觀看電視量。本研究談論之幼童，係指
仍處在學前教育階段中之兒童。而所謂學前教育，根據台灣幼兒教育百科辭典的定
義，指的是兒童入小學前所接受的教育。依我國現行的國民教育法之規定，滿六足
歲的兒童必須進入國民小學接受義務教育。但實際執行時則是以當年度九月一日前
滿六歲的兒童才會列冊分發，九月之後出生之兒童則仍接受學前教育。本研究以仍
就讀於公私立幼稚園的兒童為調查對象，計算年齡時以訪問日期為基準，採兒童之
實際歲數（即以足歲為單位）。性別包含男女。至於觀看電視量，指的是受測幼童
在受測前一星期內所累積的觀看電視時數。為確保資料的準確性，這個部分的題目
委由幼童的父母親來回答。
（二）雙親介入方式。所謂雙親介入方式，指的是父母親在面對自己小孩看電
視時所採取的對應方式。本研究參考 Warren（2003）的分類及測量方式，將雙親
介入方式分為三類：1. 約束式介入，2. 啟發式介入，3. 共同觀看式介入。每一類
介入方式均包含五個題項，每題都以「總是」、「經常」、「偶爾」、「很少」及
「從不」五個等級的答案來測量。資料編碼及分析時，答「總是」者給五分，答
「經常」者給四分，以此類推。加總之後，每一類的得分較高者，代表受訪者在該
類方式的介入程度較深，反之則反。這個部分的題目也是由幼童的父母親來回答。
約束式介入。所謂約束式介入，指的是雙親在面對小孩看電視的行為時，會積
極採取約束或控管措施的傾向。具體的測量題目有五：1. 當小孩觀看不適當的電
視節目時，我會要求小孩立刻關掉電視；2. 我會為小孩設定看電視的小時數；3.
我會禁止小孩看一些特定的電視節目；4. 我會限制小孩看電視節目的數量；5. 我
會規範小孩看哪些電視節目。受訪者在這五題的答案，經 Alpha 信度檢定發現，其
信度係數為 .84。
啟發式介入。所謂啟發式介入，指的是雙親在面對小孩看電視的行為時，會針
對內容採取講解及說明的傾向。具體的測量題目有五：1. 小孩看電視時，我會試
著幫助小孩了解其所看到的內容；2. 電視節目裡的角色如果做出良好示範，我會
指出並解釋給小孩理解；3. 電視節目裡的角色如果做出不良示範，我會指出並解
釋給小孩理解；4. 我會解釋電視節目裡的角色為什麼會做出某些行為的原因；5.
我會解釋電視節目中所呈現情節的真正意思。受訪者在這五題的答案，經 Alpha 信
度檢定發現，其信度係數為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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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觀看式介入。所謂共同觀看式介入，指的是雙親在面對小孩看電視的行為
時，並不會採取禁止或解說等措施，而僅出現陪同共看的情形。具體的測量題目有
五：1. 因為我和小孩都喜歡某個電視節目，所以我們會一起看這個電視節目；2.
因為對某個電視節目共同感到興趣，所以我會和小孩一起看這個電視節目；3. 因
為某個電視節目很有趣，所以我會和小孩一起看這個電視節目；4. 因為我喜歡看
某個電視節目，所以小孩也會和我一起看這個電視節目；5. 從電視節目裡看到好
笑的內容，我和小孩會一起開懷大笑。受訪者在這五題的答案，經 Alpha 信度檢定
發現，其信度係數為 .84。
（三）廣告認知力。廣告認知力，代表一個幼童能否正確解讀並有效處理廣告
訊息的能力。Barcus（1980）指出，超過 80% 的兒童廣告可分為四個類別：玩
具、玉米片、糖果及速食餐廳，其中玩具是所有幼童最愛的產品。因此研究者根據
研究執行前二個月預先從兒童頻道側錄的廣告中，隨機選取四則玩具廣告，包括
「大黃蜂變形金剛」、「DX 魔法王」、「噓噓寶貝」及「米妮歡樂收銀機」。基
本上，這四者所販售的產品都是學齡前男女幼童非常喜歡的玩具。四則廣告在電腦
中依隨機方式播放，並進行十位小朋友的前測。其目的在於確認所選的四則廣告是
否適當外，也同時確認訪談時用何種辭彙更貼近小朋友。前測結果發現，幼童對
「大黃蜂變形金剛」、「噓噓寶貝」的熟悉度較「DX 魔法王」及「米妮歡樂收銀
機」高。此外，前測時，大部份幼童對前兩則廣告都能維持專心度及注意力，但在
第三則廣告測試時，開始顯得注意力不集中，如開始左顧右盼等。為避免幼童對廣
告已有既定的印象與認知，以及研究執行的順暢性，正式施測時，決定採取「DX
魔法王」、「米妮歡樂收銀機」兩則廣告，每則廣告先剪輯為重複三次的版本，並
控制每位幼童施測時間為十分鐘。
本研究從三個指標來檢測幼童的廣告認知力：1. 對廣告內容的記憶程度，2.
對廣告內容幻想與真實的判斷能力，3. 對廣告目的的辨別能力。這三個部分能力
的檢測，是透過幼童本人先後觀看兩則廣告後，針對相關問題回答的正確性而得
知。
內容記憶程度。此處的廣告內容記憶，指的是幼童在先後觀看上述兩則廣告各
三次後，其所能記住的廣告片段總數。施測時，每播放完一則廣告後，研究者便詢
問幼童：「你剛剛在畫面中看到什麼？」。研究者已經事先將廣告內容表現主要分
為幾個呈現畫面，「DX 魔法王」廣告主要包括魔法戰將打手機、機器人在空中翻
滾、機器人噴火及機器人在空中變形、其他及說明。「米妮歡樂收銀機」廣告的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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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主要包括收銀機可以感應又有螢幕、用收銀機買東西、收銀機可以用手機付錢、
其他及說明。若幼童所提及的某段畫面與廣告內容相吻合，即得一分。幼童答案與
廣告內容吻合的地方越多，其得分越高。幼童在這兩則廣告的記憶得分，經 Alpha
信度檢定發現，其信度係數為 .67。
幻想與真實判斷力。所謂幻想與真實判斷力，指的是幼童能否對廣告中的幻想
情節與真實世界的事實予以區隔之能力。施測時，本研究各針對兩則廣告設計了三
個題項，根據廣告 DX 魔法王的題目與答案為：玩具機器人的手機能否真的用來打
電話？選項為：可以（玩具手機就是真的手機）、不可以（玩具手機是假的）、不
知道。玩具機器人會自動在空中翻滾嗎？選項為：會（因為機器人和人一樣是活
的，所以它自己會動）、不會（因為只是電視表演，機器人自己不會動）、不知
道。玩具機器人會噴火嗎？選項為：會（因為玩具機器人很厲害才會噴火）、不會
（因為那是假的，機器人才不會噴火）、不知道。根據廣告米妮歡樂收銀機的題目
為：玩具收銀機和超級市場的收銀機有沒有一樣？選項為：一樣（真的可以用來買
東西跟算錢）、不一樣（玩具收銀機只是玩具，是假的錢）、不知道。用玩具收銀
機買的玩具食品可以吃到肚子嗎？選項為：可以、不可以（因為那是玩具不能
吃）、不知道。玩具收銀機的錢可以去 7-11 便利商店買東西嗎？選項為：可以
（因為和真的錢一樣可以買東西）、不可以（錢是假的）、不知道。幼童的答案若
是否定的，則在各個題項上得一分，答案若是肯定的，則不予配分。因此，在這六
個題項上的得分越高者，代表其分辨幻想與真實的能力較高。幼童在這六個題項的
得分，經 Alpha 信度檢定發現，其信度係數為 .67。
目的辨別力。為測量幼童能否正確辨識出廣告的目的，每當播放完一則廣告
後，研究者便會詢問幼童：「你覺得這個廣告是要做什麼？」，每題可供選擇的答
案有「賣玩具」、「介紹玩具」及「不知道」。編碼時，選答「賣玩具」者得二
分，「介紹玩具」者得一分，「不知道」者得零分。兩題得分越高者，代表其正確
辨識廣告目的能力較強。幼童在這兩題的得分，經 Alpha 信度檢定發現，其信度係
數為 .63。

三、研究樣本與執行
本研究採非隨機之便利抽樣。首先，針對台北市文山區內之公、私立幼稚園及
托兒所進行徵詢，並獲得十一所學校同意（其中五所為公立，六所為私立）研究者
可以進入園區執行訪談。其次，研究者先請幼童帶回一份家長意願徵詢函，尋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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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參與以及容許研究者在教室中對幼童個別的訪談，結果獲得二百一十九位幼童
家長願意參與及配合。研究執行時主要由幼童帶回家長問卷的部份，請家長填答後
再由小朋友帶回園區繳交。而幼童問卷部分，考量幼童有限的識字率及閱讀能力，
因此採一對一看廣告與訪談方式，由研究者訪問並代為填寫問卷。執行時間在
2008 年 4 月，其中二百一十九位幼童的有效樣本性別與年齡的分佈如表一所示。
表一：樣本性別與年齡分布
年齡

滿四歲

滿五歲

滿六歲

合計

男生

23 (10.5%)

48 (21.9%)

40 (18.3%)

111 (50.7%)

女生

21 (9.6%)

42 (19.2%)

45 (20.5%)

108 (49.3%)

合計

44 (20.1%)

90 (41.1%)

85 (38.8%)

219 (100%)

性別

肆、資料分析
一、幼童基本資料與廣告認知力
（一）性別與廣告認知力。經獨立樣本 t 檢定比較男女幼童在廣告認知力的平
均數後發現，兩組樣本在三項指標上均無明顯差異。以廣告內容記憶為例，男童平
均數為 7.77（SD = 1.65），女童平均數為 7.58（SD = 1.49），t = 0.86，p > .05。就
廣告幻想與真實判斷力而言，男童平均數為 5.06（SD = 1.2），女童平均數為 4.97
（SD = 1.41），t = 0.51，p > .05。在廣告目的之辨別力上，男童平均數為 2.7（SD
= 0.92），女童平均數為 2.62（SD = 1.07），t = 0.61，p > .05。換言之，性別之差
異未造成幼童對廣告訊息的記憶程度、真實判斷力或目的辨別力上出現顯著不同，
顯示性別並不會對幼童的廣告認知力造成影響。這項發現與昔日研究的結果極為吻
合。例如，羅文輝與鍾蔚文（1988）針對國小三年級與六年級學童所做的相關研究
中也發現，性別對兒童在電視廣告的認知、態度及行為方面並無顯著的影響。
（二）年齡與廣告認知力。根據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顯示，不同年齡的幼童
在廣告內容的記憶上並無明顯差異，但在廣告真實判斷或目的辨別的程度上卻有顯
著不同。詳細的分析結果可參考表二。
1. 內容記憶。如表二所示，滿四歲的幼童，廣告內容記憶平均數為 7.95（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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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滿五歲的幼童，內容記憶平均數為 7.62（SD = 1.51）。滿六歲的幼童，
內容記憶平均數為 7.59（SD = 1.73）。三組之間並無顯著之差異，F（2, 216）=
0.879，p > .05，顯示年齡並未對幼童廣告記憶造成影響。
表二：幼童年齡與廣告認知力之變異數分析
檢定項目
廣告記憶

真實判斷

目的辨別

F 檢定

年齡

平均數

標準差

(1) 滿 4 歲

7.95

1.33

(2) 滿 5 歲

7.62

1.51

(3) 滿 6 歲

7.59

1.73

(1) 滿 4 歲

4.27

1.58

(2) 滿 5 歲

5.02

1.25

(3) 滿 6 歲

5.40

1.04

(2)-(3)：-0.38

(1) 滿 4 歲

2.09

0.88

(1)-(2)：-0.68**

(2) 滿 5 歲

2.77

0.96

(3) 滿 6 歲

2.85

0.98

顯著性：** p < .01

事後比較（Scheffe）

0.879
(1)-(2)：-0.75**
11.875***

10.016***

(1)-(3)：-1.13***

(1)-(3)：-0.76***
(2)-(3)：-0.08

*** p < .001

2. 幻想與真實判斷。有關廣告幻想與真實判斷力，滿四歲幼童的平均數為
4.27（SD = 1.58），滿五歲幼童的平均數為 5.02（SD = 1.25），滿六歲幼童的平均
數為 5.4（SD = 1.04）。經變異數分析的結果發現，這三組之間的分數呈現顯著差
異，F（2, 216）= 11.875，p < .001，顯示幼童對廣告內容的幻想與真實判斷力明顯
受年齡影響。幼童的年齡愈大，對廣告幻想與真實的判斷力愈強。再以 Scheffe 法
針對這三組進行事後比較後發現，真正的差異只發生在滿四歲與滿五歲的幼童之間
（p < .01），以及發生在滿四歲與滿六歲的幼童之間（p < .001）。至於滿五歲及滿
六歲之幼童之間，真實判斷力並無明顯差異（p = .136）。此項結果顯示，幼童在
未滿五歲之前，其廣告內容幻想與真實的判斷力仍偏低，尚無法完全辨識出電視廣
告的誇張虛假成分。一旦滿五歲之後，幼童對於廣告幻想與真實的判斷能力已逐漸
成形，有能力分辨電視廣告與真實生活的真假。
3. 目的辨別。同樣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比較不同年齡幼童的廣告目的辨別
力，發現滿四歲幼童的平均數為 2.09（SD = 0.88），滿五歲幼童的平均數為 2.77
（SD = 0.96），滿六歲幼童的平均數為 2.85（SD = 0.98）。三組之間亦存在顯著的
差異，F（2, 216）= 10.016，p < .001，顯示不同年齡之幼童對廣告目的的辨別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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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不同。幼童的年齡愈大，對廣告目的之辨識能力也愈強。進一步以 Scheffe 法
針對這三組進行事後比較後發現，真正差異只發生在滿四歲與滿五歲的幼童之間
（p < .01），以及發生在滿四歲與滿六歲的幼童之間（p < .001）。至於滿五歲及滿
六歲之幼童之間，廣告目的辨識力並無明顯差異（p = .856）。此項發現與上述的
真實判斷力發現一致，亦即幼童在未滿五歲之前，其廣告目的辨識能力仍偏低，無
法正確辨識出電視廣告的商業意圖。一旦滿五歲之後，幼童對於廣告目的之辨別能
力已逐漸成形，有能力分辨電視廣告的用意。
（三）觀看電視量與廣告認知力。基於觀看電視量是屬等距尺度之測量，本研
究以皮爾遜相關分析來描述電視量與廣告認知之關係。經相關分析發現，幼童觀看
電視量與廣告記憶程度之相關係數為 .034（p > .05），與廣告幻想與真實判斷間之
相關係數為 -.01（p > .05），與廣告目的辨別力之相關係數為 .082（p > .05）。三
者均未達統計顯著水準。這項發現顯示，幼童觀看電視時數的多寡並不會明顯影響
到這三個層面的廣告認知力發展。

二、雙親介入方式與廣告認知力
由於上一節分析結果發現，幼童基本資料中有部分變項（如年齡）會造成廣告
認知力明顯差異，因此本節透過淨相關分析來控制這些基本資料的影響，據以呈現
三種雙親介入方式與廣告認知力之關係。詳細之分析結果陳列於表三。
（一）約束式介入與廣告認知力。如表三所示，在控制樣本基本變項的影響
後，雙親約束式介入程度與幼童廣告記憶之間並無顯著關係（r = .025, p > .05），
顯示父母親無論有無約束或管制幼童看電視的行為，其行為並不會影響到幼童對廣
告記憶量的多寡。其次，雙親約束式介入程度與幼童廣告幻想與真實判斷力之間亦
無顯著關係（r = .096, p > .05），顯示父母親無論有無約束或管制幼童看電視的行
為，其行為並不會影響到幼童對廣告內容真實與虛構的判斷。最後，與前兩項發現
不同的是，雙親約束式介入程度與幼童廣告目的辨別力之間呈現顯著的正向關係
（r = .203, p < .01），顯示父母親較常約束或管制幼童看電視的行為者，其幼童對
廣告目的之辨別力也較高，反之則反。
（二）啟發式介入與廣告認知力。如表三所示，在控制樣本基本變項的影響之
後，雙親啟發式介入之程度與幼童廣告記憶之間並無顯著關係存在（r = .081, p
> .05），顯示父母親看電視時無論有無幫幼童解說電視內容的意義，其行為並不會
影響到幼童對廣告記憶量的多寡。相同地，雙親啟發式介入之程度與幼童廣告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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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真實判斷力之間亦無顯著關係（r = .095, p > .05），顯示父母親看電視時無論有
無幫幼童解說電視內容的意義，其行為並不會影響到幼童對廣告內容真實與虛構的
判斷。最後，在控制樣本基本變項之後，雙親啟發式介入程度與幼童廣告目的辨別
力之間仍呈現顯著的正向關係（r = .191, p < .01），顯示父母親看電視時較常幫幼
童解說電視內容的意義者，其幼童對廣告目的之辨別力也較高，反之則反。
（三）共同觀看式介入與廣告認知力。如表三所示，在控制樣本基本變項的影
響之後，雙親採共同觀看式介入之程度與幼童廣告記憶之間並無顯著關係存在（r
= .046, p > .05），顯示父母親有無與自己子女一同觀看電視，其行為並不會影響到
幼童對廣告記憶量的多寡。相同地，雙親共同觀看式介入之程度與幼童廣告幻想與
真實判斷力之間亦無顯著關係（r = .082, p > .05），顯示父母親有無與自己子女一
同觀看電視，其行為並不會影響到幼童對廣告內容真實與虛構的判斷。最後，在控
制樣本基本變項之後，雙親共同觀看式介入程度與幼童廣告目的辨別力之間仍呈現
顯著的正向關係（r = .187, p < .01），顯示父母親較常與子女一同觀看電視者，其
幼童對廣告目的之辨別力也較高，反之則反。
整體而言，無論雙親在三種介入方式的涉入程度為何，都與幼童廣告記憶量或
真實判斷力之間不具顯著關係。但是這三種介入方式卻不約而同都與幼童廣告目的
之辨別力有顯著的正相關。換言之，當家長較常約束幼童的觀視行為，或較常陪同
幼童觀看電視，甚至較常幫幼童解說電視內容，幼童正確辨識廣告目的的能力也會
較高。
表三：雙親介入方式與廣告認知力之淨相關分析
1

變項名稱

2

3

4

5

1.約束式介入

---

2.啟發式介入

.482***

---

3.共同觀看式介入

.272***

.470***

---

4.廣告記憶

.025

.081

.046

---

5.幻想與真實判斷

.096

.095

.082

.028

---

6.目的辨別

.203**

.191**

.187**

.045

.220**

6

---

註：控制變項為性別、年齡與觀看電視量。
*表 p<.05，**表 p<.01，***表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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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針對二百一十九位幼童及其家長進行調查，意圖了解雙親對子女觀看電
視時的介入方式是否會影響幼童對廣告訊息處理的能力。經變異數分析及淨相關分
析來處理資料之後，本研究初步獲得幾點發現。
一、幼童年齡對廣告認知力有顯著影響。從資料分析結果可發現，在兒童幾個
基本變項當中，只有年齡對廣告認知力有顯著影響；性別或觀看電視量與廣告認知
力則無明顯關係。這項發現與諸多兒童發展心理學理論所倡導的論點是一致的，亦
即年齡是影響幼童處理媒體訊息能力的重要因素（Van Evra, 1998）。雖然如此，
本研究卻也發現年齡對幼童廣告認知力的影響並非全面性，而是只集中在廣告內容
的真實判斷力與目的辨別力等兩個層面上。年齡較大的幼童，特別是滿五歲以上
者，其在廣告內容的真實判斷力與廣告目的辨別力上均明顯較高。但是，年齡的差
異並未造成幼童在廣告記憶程度上的不同。雖然兒童的年齡一直是相關研究中顯著
的影響變項，但是究竟在幾歲的年齡開始理解廣告一直未有一致性的結果（Oates
et al, 2003），在本研究中顯示五歲幼童對廣告理解明顯較高，與過去的研究
（Kunkel & Roberts, 1991）發現是吻合的。
為何年齡的影響只發生在廣告真實判斷力與目的辨別力上，卻未發生在廣告記
憶力上呢？通常廣告內容的真實性或背後的商業意圖並不會呈現在廣告的訊息表
象，因此要正確判斷廣告內容的真實性或辨識出廣告背後的商業意圖，需要較深層
抽象的認知能力。年齡較小的幼童可能尚未發展出這種抽象思考的能力，因此在這
兩部分的判斷明顯不如年齡較大的幼童。至於記憶部分，由於本研究只測量幼童印
象所及的畫面，未涉及畫面的深層思考與聯想，因此毋需運用到抽象思考能力，以
至於未受到年齡的影響。
二、在廣告認知力三項指標當中，雙親介入方式只對廣告目的辨別力有顯著影
響。本研究結果發現，幼童廣告記憶程度受雙親介入方式的影響最弱，兩者間的平
均相關只有 .044。幼童廣告真實判斷力受雙親介入方式的影響次之，兩者間的平
均相關為 .091。幼童廣告目的辨別力受雙親介入方式影響最深，其平均相關高
達 .191。換言之，當雙親面對自己子女看電視的行為時，無論採約束式介入、啟
發式介入、共同觀看式介入的方式來因應，只要介入的程度較強，其幼童對廣告目
的的辨別力也較高。但雙親介入方式與幼童廣告記憶程度，或與廣告真實判斷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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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並無明顯關係。只要家長較常管制約束子女看電視的行為，或是較常陪子女觀看
電視，或是較常為子女解說電視內容，其幼童對廣告目的的辨別力也較強。
為何雙親介入方式只對幼童廣告目的辨別力有影響，卻不會影響廣告記憶或真
實判斷力？或許在三個廣告認知力的指標中，廣告記憶或真實判斷力都只牽涉到客
觀事實的認定過程，而廣告目的辨別力則涉及價值判斷的過程。一旦雙親對其子女
觀看電視的行為進行約束，或是陪同觀看，甚至幫忙講解內容時，雙親很可能在介
入的過程中也提供其子女某種有關電視媒體的價值判斷（例如，看太多電視對小孩
不好，或電視中有很多不好的內容），因此無形中提高了其子女在廣告商業目的的
辨別能力。
三、雙親介入的三種方式對幼童廣告認知力的影響程度上並無太大差別。
本研究發現，三種雙親介入方式對幼童廣告目的辨別力均有顯著影響，而且其
影響幅度極具一致性。三種介入方式與幼童廣告目的辨別力之相關程度分別是：約
束式介入 .203，啟發式介入 .191，共同觀看式介入 .187。這樣的發現與過去研究
發現有相同之處，也有差異之處。過去的研究（Austin et al., 1990）經常指出父母
直接的溝通及討論有助於形塑兒童在真實世界的家庭知覺，以用來評估電視世界的
真實性。Warren（2003）指出，如果父母在觀看電視同時或看完電視節目之後能提
供評論，將會明顯有助於兒童對電視內容的了解。在解說的過程中，父母親可以強
化兒童在教育性節目所學習的內容。本研究不僅發現啟發式介入有助於幼童廣告目
的的辨別力，甚至只要陪同觀看或限制觀看時數，雙親就能對幼童的認知力造成影
響。
基本上，本研究發現雙親介入方式只會對廣告目的辨別力造成影響；對廣告內
容記憶與廣告幻想與真實判斷的認知上並沒有形成差異。可能的原因在於研究者詢
問幼童對所施測的兩則廣告記憶元素時，問題過於簡單，所以幼童展現的記憶分數
都頗高，因此顯現不出雙親介入方式的影響。另外，更值得進一步思考的重點在
於，本研究中幼童大多已經能分辨出真實與虛構的組成，因此對於廣告幻想與真實
間的判斷並沒有困難，所以也無法看出雙親介入方式所造成的影響。
總而言之，本研究以 Warren（2003）所彙整的三種雙親介入方式探究對幼兒
廣告認知的影響，其結果與 Warren 的發現有一致處，足以顯示其理論不單只適用
於電視文本而已，同時也適用在廣告內容上。而實務上的啟示，提醒父母親學齡前
幼童是學習萌芽的關鍵時期，當觀賞所喜愛的兒童節目與卡通時，勢必同時接觸大
量的兒童廣告。在觀看電視時，不要以為自己的角色只侷限於電視節目的選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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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對於廣告訊息的過濾或解讀，都對學齡前的兒童有莫大的助益。而本研究的研究
限制在於，學齡前幼童是學習萌芽的關鍵時期，雖然電視通常是他們最常接觸的媒
體，但並非是其廣告資訊來源的唯一管道，例如網路、光碟或是參觀玩具商店的校
外教學等，是否也因為其他資訊管道的廣告吸收，導致雙親介入的影響在廣告內容
記憶與廣告幻想與真實判斷的認知上並沒有形成差異，是本研究設計時，並沒有納
入考量的媒體變項，值得後續研究的檢視。另外，由於本研究主要以文山區政府立
案的公私立幼稚園為研究對象，在樣本的選取上，主要是便利樣本，因此其結果是
否足以外推到其他區域自然有所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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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Parental Mediation on
Pre-school Children’s Cognitive
Capability in Processing TV
Commercials
Hsiang-wen Hsiao∗, Jung-jung Tsai∗∗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at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parental mediation on preschool children’s cognitive capabilities in processing TV commercials.

By

non-random sampling, 219 students with their parents from 11 kindergartens in
Taipei City were surveyed in April, 2008.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ages had demonstrated different capabilities in
processing TV commercials.

However, children’s sex and the amount of TV

viewing were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children’s cognitive capabilities.
(2) The extent of parental mediation was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children’s capabilities in recognizing commercial intentions. (3) Three
types of parental mediation showed similar patterns of impact on children’s
cognitive capabilities.
Keywords: commercial cognition, parental mediation, pre-school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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