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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定錨現象的相關研究 

    自從 Tversky 和 Kahneman（1974）提出定錨效果的現象之後，學

者有一系列相關的研究去探討定錨現象，結果在各種不同的問題類型中

都有發現。Chapman 和 Johnson（1994）讓受試者對賭局進行估價，結

果發現受試者的估價會受到錨點（研究者所給予的價格）的影響，且錨

點越極端其影響會越小；Jacowitz和 Kahnman（1995）則讓受試者對一

些常識題（如：密西西比河有多長？）作一些數字估計之前，先與某一

數字（錨點）作比較，看看目標值是高於或者低於錨點值，結果同樣產

生定錨效果；Wansink、Kent和 Hoch（1998）發現當消費者去超級市場

買東西，超級市場牌子上若有寫「每個消費者限額多少」，則消費者的

購買數量會受到牌子上所寫限額的影響；Kruger（1999）發現問受試者

「你和你的同伴的開車技術如何？」，受試者會先定錨在自己的能力

上，然後再調整出同伴的能力。 

其他研究亦探討了不同變項對於定錨效果的影響，Mussweiler 和

Strack（2000a）發現當受試者對於目標的知識越少時，最後的估計值就

會越接近錨點；Mussweiler、Strack和 Pfeiffer（2000）讓賣汽車的專家

（十年經驗）去對汽車估價之前，研究者先給予受試者一個價格（高於

或低於市價 500馬克（德幣制）），先問受試者市價是高於或低於此價格，

之後再請受試者對汽車進行估價，結果發現即使是專家也會有定錨效果

的發生；蕭湘如和李玉惠（2000）亦發現，當同時給受試者多個錨點，

如：告訴受試者 A球隊 88 年二月練習過程中耗損掉 353個棒球、B球

隊在 88 年二月練習過程中耗損掉 340個棒球、C球隊在 88 年二月練習

過程中耗損掉 327 個棒球，再請受試者估計太陽隊在 88 年四月練習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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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耗損掉幾個棒球？此種多重錨點的定錨效果比單一錨點的定錨效

果來得大，且在多重錨點的情境下，個體在錨點一致性高（錨點值只有

少許差異）時較錨點一致性低（錨點差異很大）時會產生更強的定錨現

象。 

 

各種理論模式對定錨效果的解釋 

    定錨效果究竟是由什麼原因所造成的？不同理論模式則有不同的

看法，並用不同的機制來解釋定錨效果，然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些理

論模式的解釋並不代表絕對的衝突、彼此間矛盾且對立，各種不同機制

所代表的應該是對於定錨效果中某些部分的解釋，也就是說這些解釋可

能都說明了某些定錨效果（Jacowitz & Kahneman, 1995）。 

 

調整（adjustment）機制的解釋 

Tversky與 Kahneman（1974）首先提出定錨效果，他們也對定錨效

果提出解釋，他們認為定錨效果是由於「調整不足」所造成的。定錨效

果發生的過程是人們通常會先用一個初始值（錨點值）來做估計，但是

人們並不會完全接受這錨點值為最後的估計值，所以人們會根據這初始

值和其他相關的證據來做調整，然後得到最後的答案，而這樣的調整過

程通常是不足夠的，因而會造成定錨效果。 

    然而，為什麼會調整不足呢？學者解釋的方向多朝向兩個理由：「真

實值的不確定範圍（uncertainty for the true value）」或者「缺乏認知努力

（lack of cognitive effort）」（Chapman & Johnson, 2002）。在真實值不確

定範圍的解釋方面，決策者所認為目標的真實值是一個範圍，如果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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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值的不確定越高時，真實值的範圍就會越大。當決策者接受到一個

定錨值時，就會以此錨點值作為起始點，往真實值的方向調整，直到接

觸到真實值的可能範圍為止，因此當由高錨點值出發時，最後的答案就

會停留在真實值範圍中較高的值上；相反地，當由低錨點值出發時，最

後的答案就會停留在真實值範圍中較低的值上。因此，當真實值的範圍

越不確定時，就會有越大的定錨效果（Quattrone, Lawrence, Finkel, & 

Andrus, 1984）。 

    在缺乏認知努力的解釋方面，學者則認為要調整到正確的真實值是

需要花費認知資源的，所以當決策者缺乏認知資源時，就會使調整在尚

未足夠時就結束，因而會使最後的估計值太接近錨點值，而這一類的解

釋，學者通常會藉由操弄認知負擔程度（cognitive load）或者忙碌程度

來證明，也就是說，當決策者認知負擔越大或者越忙碌的時候，就不容

易有多餘的認知資源來進行調整，也因此當認知負擔越大時，產生的定

錨效果就會越大（Kruger, 1999）。 

    但是，Jacowitz & Kahneman（1995）則對調整機制提出反對的意見，

他們認為當錨點值存在時，決策者會將錨點值視為候選答案，並且至少

有短暫的時間會相信錨點值是可以代表目標值，因此決策者在比較判斷

階段，錨點值仍然會影響對於目標的判斷值而造成定錨效果。而根據調

整機制的解釋，定錨效果會發生是因為往真實值方向的調整不足才會發

生，所以，當以前測（無錨點）的 85 百分位數作為高錨點時，在比較

判斷任務中詢問受試者「目標值是高於或低於錨點值？」時，其高錨點

組回答高於錨點值的比率應該和 15%沒有差異，但研究結果卻顯示有顯

著差異（27% vs. 15%），因此調整機制並不足以解釋定錨效果的存在。 

但是，這樣的說法還是值得懷疑的，因為在不需要調整的階段也有

定錨效果的發生，並不足以說明調整機制並不存在，也許應該說調整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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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沒有辦法說明在比較判斷階段所發生的定錨效果，但是卻可以說明在

其他階段所發生的定錨效果，如：絕對判斷任務階段，表示受試者在其

他階段的調整不足，也有可能是造成「定錨效果」的原因之一。 

 

對話推論（conversational inferences）的解釋 

    根據對話推論的解釋，受試者會認為研究者在研究中所提供的任何

訊息都是具有意義的，因此當研究者提供錨點值時，受試者會認為錨點

值是對於估計目標時，最具有參考性的答案，因此多會以錨點值作為標

準，因此最後的答案也常常十分接近錨點值（Schwarz, 1990）。 

    然而，學者為了排除這樣的解釋，錨點值通常會使用隨機的數字，

如：Tversky 和 Kahneman（1974）就利用輪盤的轉動，讓受試者由輪

盤所停留的數字來作估計，或者有學者利用丟擲骰子或受試者編號等方

式來產生錨點值，讓錨點值並不具有任何訊息性（Wilson, Houston, Etling, 

& Brekke, 1996），結果卻發現即使是在錨點值並不具有任何訊息的情況

下，定錨效果還是同樣會發生。另外，甚至有研究發現即使受試者知覺

到錨點是具有訊息的，受試者仍然不一定會將錨點值作為目標值估計的

參考（Chapman & Johnson, 1999）。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即使對話推論可

以解釋一部份定錨效果發生的原因，但是還是有其他的原因也會造成定

錨效果的發生。 

 

促發（priming）機制的解釋 

    促發（priming）機制的解釋認為，定錨效果可以視為一種促發作用，

在不確定的情境下估計數字是屬於一種內隱的（ implicit）、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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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c）、不能控制（uncontrol）、無意識（unconscious）的活化歷

程（Jacowitz & Kahneman, 1995）。 

促發機制說明我們的思考和知覺很容易受到我們所接觸訊息的影

響，甚至接觸到的訊息是無關的，還是可以改變我們的知覺。促發作用

又可以區分為數字促發（numerical priming）與語意促發（semantic 

priming），數字促發是指錨點值的出現會促發決策者相關的數字訊息，

因此增加了錨點值的可提取性，因而決策者要做出最後的數值估計時，

就會很接近錨點值（Wong & Kwong, 2000）。語意促發則說明了錨點值

的出現使得相關的語意被促發，因而變得比較容易提取，所以，在比較

判斷任務之後的字彙判斷作業（lexical-decision task）顯示與錨點值語意

相關連的字，會有比較快的反應。例如，要受試者估計德國的年均溫是

多少？在高錨點組的字彙判斷作業（判斷字或非字），顯示對夏天類別

的字（熱、暖、夏…等）會有比較快的判斷；而在低錨點組則對冬天類

別的字（冷、雪、冬…等）會有比較快的判斷（Mussweiler & Strack, 

2000b）。 

 

選擇性可觸接性模式（selective accessibility model）的解釋 

選擇性可觸接性模式由Mussweiler和 Strack（1999）所提出，選擇

性可觸接性模式有二個重要的假設：選擇性的假設（selective hypothesis）

與可觸接性的假設（accessibility hypothesis）。選擇性的假設說明，當決

策者接受到錨點值時，會先假設目標值與錨點值一致，之後再去驗證這

假設，決策者會採用正向檢定策略（positive test strategy），或稱之為假

設一致性的檢驗（hypothesis-consistent testing），也就是說決策者在驗證

假設時，會去尋找支持的證據，而非尋找不支持的證據，所以當決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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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比較問題時，會選擇性的產生與假設一致的證據。 

而在可觸接性假設方面，Mussweiler 和 Strack 則使用語意促發

（semantic priming）來說明可觸接性的假設，因為在比較判斷時決策者

選擇性的產生與假設（目標值與錨點值相等）一致的訊息，會使得這些

訊息變得較為可觸接，所以當決策者要去解決絕對判斷任務時，就會使

用這些較為可觸接的訊息，於是就進一步影響到絕對判斷時的數字估計

（Mussweiler & Strack, 1999）。但是在這同時，Mussweiler和 Strack在

研究中的討論，卻又指出雖然語意促發與定錨效果，可能是透過同樣的

內在機制來中介，但是兩現象之間還是有一些不相同的地方存在，例

如：傳統促發典範是脆弱的（fragile），相較之下定錨現象就較為強而有

力，並認為其差異是來自於促發效果的訊息是研究者提供，而定錨效果

中目標與錨點一致的訊息則是由受試者自己本身所產生的，也就比較難

被修正（Mussweiler & Strack, 1999）。 

而Mussweiler和Strack所提的語意促發和一般的促發效果的相關研

究的結果並不一致。當談論到促發效果時，通常所指的都是屬於比較無

意識的、自動化的歷程（Jacowitz & Kahnman, 1995），所以我們有必要

將Mussweiler和 Strack所提的語意促發的概念作一個釐清，一方面在選

擇性可觸接模式中所指的可觸接性假設，是指透過決策者有意識的搜尋

訊息，而使目標中與錨點一致的訊息呈現較為活化（activate）的狀態，

所以用語意促發來說明可能並不恰當；另一方面，他們之所以指稱語意

觸發是很脆弱（fragile），其證據是來自於 Strack（1992）的討論，然而

當我們仔細探究這一篇研究卻發現，其所討論的也並非傳統促發效果，

而是對於社會判斷作業的各種內在歷程的探討。研究中並認為受試者會

因為在進行判斷作業之前，呈現的訊息不同，而有不一樣的反應，如：

要受試者判斷「狐狸」凶猛與否之前先呈現「狼」（溫和的例子），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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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會判斷「狐狸」為較凶猛；反之，若呈現「老虎」（兇猛的例子）則

會判斷「狐狸」較為不凶猛。且研究中亦認為當判斷之前所出現的訊息

與判斷目標具有不同表徵（representation）時，受試者是可以修正這些

訊息可能的影響。所以，當在判斷之前所呈現的訊息與目標的表徵性並

不相同時，即使之前的訊息仍處在活化狀態，但是受試者會加以修正而

不使用，或者甚至受試者會將之前所呈現的訊息作為比較的標準而有過

度修正的現象，如：對比效果（contrast effect）（Strack, 1992）。 

因此，我們可以說 Mussweiler和 Strack（1999）仍然未說明「傳統

促發典範」與「定錨效果典範」可能的差異，更沒有仔細進一步討論其

內在機制的差異。但是，在Mussweiler 和 Strack（2001）的研究中，他

們卻進一步區分出，定錨效果有淺層定錨效果與深層定錨效果的不同，

並認為深層的定錨效果是一種相當精緻、有系統處理訊息的過程，這似

乎也比較符合選擇性可觸接模式的描述。雖然Mussweiler和 Strack並未

進一步仔細討論淺層定錨效果與深層定錨效果的差異，但是，這也提供

了一個概念，或許我們可以將促發機制與選擇性可觸接模式分開來討

論，以反應不同的定錨效果。 

 

整合理論模式 

那麼造成定錨效果的心理機制究竟是如何呢？如之前所提上述理

論彼此之間並不是完全對立的，每一個理論模式可能都解釋了一部份的

定錨效果，所以近年來有學者建議應該以一個比較整合的觀點，去探討

所有的定錨效果現象（Chapman & Johnson, 2002； Wilson, Houston, 

Etling, & Brekke, 1996）。然而，是不是有透過不同內在機制所造成的不

同定錨效果的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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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等人（1996）首先區分基本定錨效果（basic anchoring effect）

與傳統的定錨效果，基本定錨效果不需要透過比較判斷任務，只需要單

純的讓決策者注意到錨點就可以產生。Wilson等人並認為基本定錨效果

之所以會發生，可以有兩種促發假設可以來加以解釋，一為「後溯促發

假設」（backward priming hypothesis），即受試者要去回答一個問題的時

候，會去搜尋可能的答案，當搜尋過程開始的時候，任何在短期記憶中

可能的值，都會被視為可能答案，而導致定錨效果的發生。另一種促發

解釋則為「標準促發機制」（standard priming mechanism），說明錨點值

的活化，會使受試者增加立即注意到它的機會。 

Musseweiler和 Strack（2001）也提出兩種定錨效果，分別為語意定

錨效果（semantic anchoring effect）與數字定錨效果（numeric anchoring 

effect），並認為當錨點的語意知識沒有辦法被應用時，錨點的數字就會

產生影響。Musseweiler 和 Strack 並提出兩階段整合模式的看法來說明

兩種定錨效果，兩階段即選擇（selection）錨點階段與比較（comparison）

階段。人們在進行決策時，即使有大量關於目標的知識也會喜歡利用比

較的方式來進行，在缺乏與目標相關的知識時更是如此，因此在選擇階

段決策者會去選擇錨點，到比較階段時就可以用在選擇階段所選擇的錨

點來跟目標作比較，並且活化目標與錨點相關的語意知識，以決定最後

的估計值，當整個決策過程進入「比較階段」時，就不會有純粹數字定

錨效果的發生。 

所以，在選擇錨點階段決定了數字定錨效果的發生，比較階段則決

定了語意定錨效果的發生。根據這樣的描述，可以將所有定錨效果的現

象區分為兩種：一種在選擇階段發生的不涉及語意的部分，屬於比較淺

層的定錨效果，稱之為選擇定錨效果（selection anchoring effect）；另一

種為在比較階段發生的語意定錨效果部分，是比較深層的部分，稱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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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定錨效果（comparison anchoring effect）。較淺層的定錨效果是容易

被校正的，深層定錨效果相似於傳統的定錨效果則不容易被校正，是屬

於精緻的處理過程，決策者是系統性的處理訊息並尋找證據進行假設考

驗，驗證目標值是不是等於錨點值的假設，所以用「捷思法」來稱之並

不是那麼恰當。 

Musseweiler 和 Strack 所提出的兩階段整合模式，雖然提供了很好

的方向讓我們去思考所有的定錨效果，然而可惜的是他們並未仔細說明

此內在機制如何運作，單純的選擇某一錨點，如何進一步造成數字定錨

效果。選擇定錨效果與數字定錨效果，或者比較定錨效果與語意定錨效

果間是不是完全相等？淺層定錨效果與深層定錨效果之間的差異在哪

裡？甚至淺層定錨效果與深層定錨效果應該用什麼不同方法來進行修

正？由於我們不容易根據其提出的二階段模式來瞭解各種定錨效果的

機制，所以本研究將整合促發模式、選擇性觸發模式與調整模式來解釋

定錨效果，並以促發機制來說明淺層定錨效果，而以選擇性觸發模式與

調整模式來說明深層定錨效果。 

 

無意識訊息對判斷與決策的影響 

    根據以上不同「定錨現象」的發現，可以發現越來越多學者同意，

定錨現象並不只是透過單一歷程而產生的現象，本研究則試圖以無意識

歷程與意識歷程來作為區分。那麼是不是這兩種歷程都可以同時造成定

錨效果的發生呢？過去研究對於不同錨點性質的操弄，證實了錨點的確

是可以透過意識層次來造成定錨作用，然而，在無意識層次方面，雖然

有學者認為「促發機制」可以用來解釋定錨現象，不過，卻一直未有學

者提出直接的證據。那麼錨點是不是可以透過無意識層次來造成定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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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應該先了解一下訊息是不是可以透過無

意識層次來對決策與判斷造成影響。 

  根據之前的研究顯示，訊息確實可以透過無意識層次來對判斷與決

策造成影響。例如在實驗室中進行讓受試者判斷字與非字的實驗（字彙

判斷作業）之前，先以受試者無法覺察的速度快速呈現相關字（如：

doctor），則比起沒有在之前呈現相關字的情境下，此相關字可以對目標

字（如：nurse）的判斷有促進的效果，也就是說受試者對於目標字（nurse）

的辨識會有比較快的反應（Marcel, 1974），之後的研究不但重複驗證的

這樣的效果，同時也發現其他像圖形、臉等刺激也可以對之後的判斷有

促進的效果（Merikle, 2000）。 

    還有一系列的研究發現則是針對神經有損傷的病人所做，例如：「盲

視（blindsight）」的病人。盲視是指在視皮質上有損傷的病人，因為這

樣的損傷，他們會沒有辦法知覺到視覺區域某一部分的刺激，如果我門

把視覺區想像成為包含四個象限的區域，盲視的病人可能對於其中三個

象限的視覺完全正常，而完全無法覺知第四個象限中的刺激，然而雖然

他們無法「看見」這個象限中的刺激，在判斷刺激的大小、形狀或者方

向時，卻仍然可以有顯著高於純粹猜測的表現（Merikle, 2000）。 

    無意識刺激對於決策的影響，引起最多討論的應該就是 Vicary 在

1957聲稱，連續六週在某一部正在放映的電影中，每五秒鐘插入 3毫秒

（msec）的廣告訊息（「吃爆米花」和「喝可口可樂」），這些廣告訊息

非常短，所以這些顧客都沒有覺知到這些訊息，結果在這六週中，爆米

花的銷售量上升 57.7%且可口可樂的銷售量也上升了 18.1%，雖然後來

的並沒有獨立的證據去支持這樣的說法，且許多證據也顯示這可能是一

個虛構的研究（見 Merikle, 2000），不過，這樣的概念卻也引發了更多

的學者去進一步的探討，意識訊息與無意識訊息所可能產生的不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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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也有一些研究去探討，意識層次的訊息與無意識層次的訊息所造成

的不同影響（Merikle & Daneman, 1998；Merikle & Joordens, 1997；

Merikle, Joordens, & Stolz, 1995；Murphy & Zajonc, 1993）。Murphy和

Zajonc（1993）他們讓受試者（不認識中文字的美國人）去看一系列的

中文象形字，並判斷這些字所代表的意義是「好」的或「壞」的，在每

一個象形文字呈現之前，其中一組先快速呈現（4msec）一個幸福的臉

（如：微笑）或生氣的臉（如：皺眉），沒有受試者覺知到這個人臉的

存在；另一組所呈現人臉時間比較長（1000msec），讓每一個受試者都

可以看到，並請受試者忽略這個人臉直接判斷文字所代表的意義，結果

發現只有在無意識層次（短暫呈現人臉時），才會影響到受試者對於文

字意義的判斷。 

    研究證據也顯示無意識的訊息比較容易引起自動化的反應，而無法

被知覺者所控制。如：在受試者填字（dou___）之前，一組先給予呈現

意識訊息（150msec）的字，另一組給予呈現無意識訊息（50msec）的

字，要求受試者填「除了」之前所呈現字以外的字，若之前呈現的字是

「dough」，那麼受試者就不能夠填「dough」，只能填「doubt」或「double」，

結果發現在意識組，受試者可以很容易的完成這任務，可是在無意識

組，受試者則完全無法遵守指導語的指示，過半數的受試者都使用之前

所呈現的字來填字，可見無意識所呈現的訊息屬於自動化歷程，難以被

修正（Merikle & Joordens, 1997）。 

    最後，在改變自 Stroop的研究中也發現，只有刺激是意識呈現的時

候，才會改變受試者的預測策略。首先先呈現「紅」或「綠」這個字，

一組用無意識呈現的方式，另一組使用意識呈現的方式，之後再呈現方

形色塊，然後要受試者很快的說出這個色塊的顏色，所以若是在「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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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之後呈現綠色方塊，受試者會比「紅」字之後出現紅色方塊所花的時

間長，這是因為受試者會自動的去處理之前所出現的「紅」字或「綠」

字的緣故，而這樣的現象不管是在意識層次呈現或是無意識層次呈現，

都同樣可以發現這樣的現象。然而，當我們改變研究情境，操弄不一致

的情境比一致情境多時（「紅」字之後出現綠色方塊比出現紅色方塊

多），則此時當「紅」字或「綠」字是意識訊息或是無意識訊息，受試

者就會有不同的表現，在意識呈現的情境下，受試者對於不一致的情境

會有比較快的反應；而在無意識呈現的情境下，受試者對於不一致的情

境則沒有辦法有比較快的反應，這是因為只有在意識情境下，受試者才

能產生預測策略的緣故（Merikle, Joordens, & Stolz, 1995）。 

    由以上研究我們可以發現訊息不僅可以透過意識層次對決策者產

生影響，同時也可以透過無意識層次對決策者產生影響，雖然關於無意

識訊息方面的影響，仍需要更進一步的研究才能更加了解（Merikle, 

2000；Merikle & Daneman, 1998），但是，對於無意識方面的訊息是不

能被忽略的，因此本研究在探討「定錨現象」時，也要將無意識層次的

定錨效果來一併討論。 

 

修正的整合模式 

本研究試圖以兩種歷程來探討定錨效果，欲以兩種歷程來劃分，則

兩者應有「質」上的不同，以下則分別說明這兩種歷程各有何不同之處。

首先要談的是無意識層次的定錨效果，本研究採用「促發機制」的觀點，

將無意識層次的定錨效果視之為是一種內隱、自動化、無意識的歷程，

而「錨點」即可作為促發項來造成定錨效果。對於無意識定錨效果，雖

然許多學者都開始認為應該有此種定錨效果的存在，但是卻極少對此種



 16

取得與選

擇訊息 

意識層次 

定錨效果有詳細說明，也少有直接證據證明無意識層次的定錨現象。 

另一種定錨效果則為意識層次，是屬於比較深層的定錨效果，決策

者系統性的處理訊息、蒐集目標與錨點相等的證據，進而對目標值是否

等於錨點值的假設進行考驗。根據 Chapman & Johnson（2002）與Wilson

等人（1996） 所提出的想法，利用訊息處理的各個階段來探討意識層

次定錨效果的發生，意即在意識層次錨點在「注意（attention）」→「取

得與選擇訊息(retrieve and select information)」→「整合訊息(integrate 

information)」→「形成反應（form response）」等各個階段都有可能對最

後的估計值造成影響，進而形成定錨效果。所以，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整

合理論模式來描述定錨效果，如圖一所示，以期能瞭解更多的定錨效果。 

 

無意識層次 

未覺知           促發作用               無意識層次定錨效果 

 

  

注意                             整合訊息          形成反應 

 

 

意識層次定錨效果 

 

圖一：定錨效果的整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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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則分別說明在無意識歷程以及意識層次的定錨效果，其可能的

內在機制以及運作的方式。 

 

無意識層次的定錨效果 

  本研究以「促發機制」來解釋在無意識層次中的定錨效果。以往的

研究顯示，促發效果應是屬於內隱、自動化、無意識的歷程。當我們說

到某一訊息是透過無意識歷程來影響時，首先我們要先確認無意識知覺

歷程的存在，而目前研究者最常使用的兩種方式，一為覺知（awareness）

狀態的內省；二為覺知狀態的行為測量（Merikle & Daneman, 1998）。

覺知狀態內省是假設受試者的意識經驗可以完全經由自我報告出來，因

此這樣的證據可以提供證據來說明訊息是透過無意識歷程來作用，根據

這樣的概念我們可以在研究的最後使用「訊問受試者是否覺知到訊

息？」的方式，去確認訊息的確是透過無意識歷程來作用的。另一種方

式是覺知狀態的行為測量，此種方式是利用「強迫選擇再認作業

（forced-choice recognition task）」，研究者會呈現一對圖片，其中一張是

之前快速呈現過的（每次呈現 1 毫秒，呈現五次），另一張則是新的圖

片，要受試者去選擇之前所出現過的圖形，結果發現受試者的表現與隨

機選擇沒有差異（Kunst-Wilson & Zajonc, 1980）。根據以上討論，可以

發現我們很難去操弄某一訊息是透過無意識歷程來產生影響的，都只能

透過在研究之後進行操弄檢核的方式，去確認其為無意識歷程。而上述

兩種檢核方式中，覺知狀態的內省是用來確認受試者的覺知程度，而強

迫選擇再認作業，則主要是根據受試者的行為表現去確認無意識訊息的

影響。而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未覺知的訊息是否會對之後的數字估計

有影響」，因此本研究也將採用覺知狀態內省的方式，在研究後進行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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弄檢核確認受試者是否有覺知到錨點，以確認受試者對於錨點的覺知狀

態，再進一步看這錨點對於後來數字估計的影響。 

再來，我們要討論的是，在受試者「注意」到訊息的情況下，訊息

是不是仍然可以透過無意識歷程來進行作用，也就是Wilson等人在1996

所提出的「基本定錨效果」，即只要讓受試者注意到錨點，即使沒有讓

受試者進行比較判斷作業，也可以有定錨效果的發生，並發現當受試者

對定錨值有越多的注意時，就會有越大的定錨效果，而且，即使是簡單

的判斷錨點的顏色，都可以造成定錨效果。 

Wilson等人以「促發機制」來說明這樣的現象，且認為基本定錨效

果是屬於無意識、難以控制（uncontrol）的歷程，也因此是很難被修正

的（Wilson, 1996）。而且，Brewer 和 Chapman在 2002則針對基本定

錨效果的「錨點特性」去進行研究，亦發現基本定錨效果比起傳統的定

錨效果較不容易產生，只要簡單的改變錨點的特性，如：改變錨點呈現

的規則，使錨點為隨機呈現，就可能不會得到基本定錨效果（Brewer & 

Chapman, 2002）。 

所以，本研究為確認「無意識歷程的定錨效果」的確是透過「促發

機制」來作用，就直接利用快速呈現實驗典範，快速呈現「錨點」來觀

察是否有定錨效果的發生，並利用覺知狀態內省的方式，在研究進行後

進行操弄檢核，詢問受試者是否有覺知到這「錨點」的存在？另外，本

研究亦希望可以證明「基本定錨效果」也是透過「無意識歷程」來作用，

但是，在基本定錨效果的操弄中，首先是讓受試者去注意錨點，所以在

這種情形下，我們很難利用「覺知狀態的內省」或是「覺知狀態的行為

測量」來確認無意識歷程。以往研究顯示無意識、自動化歷程的運作，

不需耗費認知資源（Posner & Snyder, 1975），因此，降低認知資源投入

時，並不會影響到無意識歷程的運作。所以，本研究中要同時操弄「時



 19

間壓力」的變項，因為根據之前研究顯示當有時間壓力時，受試者可以

投入的認知資源會減少，也會減少對訊息的處理，甚至忽略某些訊息

（Maule & Edland, 1997）。因此，時間壓力應只會對意識歷程有影響，

而不會影響到無意識歷程；若「基本定錨效果」是透過無意識歷程來作

用的，則應該與快速呈現錨點組的表現相同，時間壓力的有無並不會對

受試者的定錨效果造成影響。 

 

意識層次的定錨效果 

再來說明在意識歷程的各個階段，並且討論各個階段的必要性

（necessary），也就是說是不是有什麼階段是必需要存在才會造成定錨

效果，最後再探討全部整合模式可能的運作方式。 

 

注意（attention） 

「注意」是不是會影響到意識歷程定錨效果的發生與否？注意是指

決策者有沒有注意到錨點的存在，傳統上研究定錨效果所包含兩個任務

中的比較判斷任務，是要讓受試者去比較目標值與錨點值，這過程通常

是要確保受試者可以注意到錨點（Chapman & Johnson, 2002）。但是，「注

意」是否一定會造成意識層次中的定錨效果呢？ 

以往的研究顯示，若研究者不透過比較判斷任務的方式讓受試者去

注意錨點時，卻發現了另一種學者認為非經由「意識層次」、不可控制

的「基本定錨效果」（Wilson et al., 1996）。因此，我們可以說，「注意」

並非意識歷程的充分條件，不過卻為意識歷程定錨效果的必要條件，也

就是說當受試者「注意」到錨點時，並不必然會造成「意識歷程」定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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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的發生；然而，當「意識歷程」的定錨效果要發生時，受試者一定

要先「注意」到錨點，而且要讓受試者去考慮「目標值」為「錨點值」

的可能性，才會導致「意識歷程」定錨效果的發生（Wilson et al., 1996）。

因此，我們可以說比較判斷任務即是讓受試者去考慮「目標值」為「錨

點值」的可能性。 

 

取得與選擇訊息（Retrieve and select information） 

    取得與選擇訊息的階段說明決策者在進行目標的數值估計時，會透

過對於記憶或者環境的搜尋，去尋找相關的訊息，而錨點值的存在則會

影響到什麼樣的訊息會被取得或者選擇，選擇性可觸接模式說明了這樣

的過程，當錨點值存在時，決策者會選擇性的取得目標中與錨點值一致

的訊息，即找尋目標與錨點一致的證據，因而促成定錨效果的產生

（Mussweiler & Strack, 1999）。 

    對於定錨效果去偏誤（debias）的方法，說明了定錨效果的部分原

因可能來自於決策者在取得與選擇訊息時的偏誤。如果定錨效果是來自

於目標與錨點一致的訊息選擇性被增加的緣故，那麼當我們減輕這種選

擇性時，即增加目標與錨點不一致訊息的可觸接性時，應該就可以減少

定錨效果的產生，如：Mussweiler等人（2000）請決策者考慮反對錨點

的理由，即增加與錨點不一致訊息的可觸接性，就可以成功的減少定錨

效果的產生。 

因為錨點的存在影響到訊息的取得或者選擇，所以當錨點的性質有

所不同或者在進行比較判斷任務時間壓力的有無，就會影響到所取得或

選擇的訊息性質或是訊息數量有不同，分別探討如下： 

（一）錨點的真實性（plausibility），或稱之為極端性（extr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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錨點真實性的影響如何？目前為止的研究結果有一些分歧，若根據

選擇性可觸接模式的解釋，真實的（plausible）錨點可以產生關於目標

的訊息會比不真實（implausible）的錨點來的多，所以當錨點值越不真

實時，也就是與目標值的距離越遠，則可以取得目標與錨點一致的訊息

就會越少，所產生的訊息量就會越少，也就是目標值與錨點值一致的證

據少，所造成的定錨效果應該也會越小，但是，多數研究都未得到這樣

的結果，反而發現錨點值越不真實定錨效果越大，即在高低錨點所得到

的估計值差異就會越大（Mussweiler & Strack, 1999, 2000；Strack & 

Mussweiler, 1997）。 

Mussweiler和 Strack（1999）對這現象提出可能解釋，認為決策者

在面對真實錨點值與不真實錨點值時，所牽涉的內在機制可能並不相

同，或者受試者在對這真實錨點與不真實錨點的問題進行數值估計時，

所使用的是不一樣的知識，在面對不真實錨點時會採用類別知識

（category knowledge）；而面對真實錨點時則會使用範例知識（exemplar 

knowledge）（Mussweiler & Strack, 2000b）。然而，真實錨點與不真實錨

點之間要以什麼方式（或機制）來做區別，若真實錨點與不真實錨點間

為不連續的變化，那麼極端到什麼樣程度的錨點才能稱之為不真實錨

點，這樣的說法是不是透露兩者間有臨界點的存在？這樣似乎與實際情

況並不符合。另外，也有研究顯示當錨點的真實性超過某一臨界點之

後，其定錨效果的大小就不會再增加，也就是說真實性與定錨效果量的

關係，並不是呈現線性增加的關係，而是二次趨向的關係（Chapman & 

Johnson, 1994；Quattrone, Lawrence, Finkel, & Andrus, 1984）。 

    Mussweiler等人會得到和預期不同的結果的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

因為他們使用了不恰當的量測方式所造成，而且根據這樣的解釋，我們

並不需要假設真實錨點與不真實錨點之間有不同的機制存在。因為，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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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觀察這幾個研究，則可以發現這些研究者皆以高低錨點估計值的差

異量來定義定錨效果量的大小，以高低錨點估計值的差異達顯著，固然

可以定義定錨效果的發生（Tversky & Kahneman, 1974），但是若要估計

定錨效果量的大小，以高低錨點估計值的差異大小來定義，似乎就有所

不恰當。 

若根據定錨效果的定義，定錨效果應該是指錨點所造成的影響，也

就是估計值與錨點同化的程度，同化程度越高定錨效果也就會越強，舉

例來說：不真實高低錨點 1000、100所得到的估計值為 800、300，真實

錨點 600、400所得到的估計值為 550、450，若以高低錨點的差異大小

來定義定錨效果的大小，那麼很明顯的，我們會作出不真實錨點定錨效

果（差異量為 500）大於真實錨點定錨效果（差異量為 100）的結論，

可是若我們再仔細觀察受試者最後的估計值，在真實錨點組是比較接近

錨點，也就是與錨點的同化程度比較高。 

由此可見，由高低錨點組估計值的差異去界定定錨效果並不恰當，

甚至可能造成完全相反的結論，那麼是不是有其他更合適的方式來量測

定錨效果的大小呢？還有，錨點值真實性真的會影響到產生的訊息量

嗎？在這些研究中其實都沒有直接測量訊息量，所以，本研究也將針對

這些問題作更進一步的探討。 

（二）在比較判斷任務的時間壓力有無： 

Mussweiler和 Strack（1999）操弄在比較判斷的時間壓力，認為在

有時間壓力下可以搜尋到的訊息比較少，沒有時間壓力下可以搜尋到的

訊息比較多，而比較判斷時的訊息量則會影響到在絕對判斷時所花的時

間。研究結果發現，當在比較判斷中有限制時間，也就是搜尋到的訊息

比較少時，則會需要比較多的時間去解決絕對判斷的任務，然而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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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直接測量，在比較判斷的時間壓力，是不是真的會影響到所搜尋

到訊息的多寡。 

以上研究結果只證實了若在比較判斷時給予時間壓力，在作絕對判

斷所需的時間就會越長，然而這樣的結果似乎並不能直接說明，當在進

行比較判斷任務時給予時間壓力時，會使得在比較判斷所搜尋到的訊息

較少（目標與錨點相等的證據比較少），因此造成絕對判斷所需的時間

變長。因為，這樣的結論可能會有幾個問題，一為單從時間壓力我們並

無法直接得知決策者是不是產生了比較少的訊息；二為在有時間壓力

下，決策者也許將部分搜尋訊息的時間移到絕對判斷時來進行，因此我

們才會看到絕對判斷所需時間變長了。雖然Mussweiler和 Strack（1999）

的研究也進一步分析顯示有沒有完成比較判斷問題，並沒有影響到絕對

判斷的時間，但是由於該研究並未分析時間壓力下比較判斷的正確率是

不是與之前研究相似，也有可能多數的受試者都是靠猜測的，所以本研

究並不操弄在比較任務的時間壓力來造成產生訊息（目標與錨點一致的

證據）數量的多寡，而使用錨點真實性的操弄，且直接量測訊息量的多

寡，去看看對之後絕對判斷的時間以及估計值會有什麼樣的影響？ 

 

整合訊息（Integrate information） 

在訊息取得與選擇之後，接下來就是將這些訊息進行整合的工作，

錨點值的存在也會影響到訊息整合的方式，例如：與錨點值較一致的訊

息決策者會給予比較高的加權（Chapman & Johnson, 2002）。另外，則

是在 Kahneman 和 Tversky（1974）的研究中，讓受試者去回答連乘的

問題，操弄問題形式為降冪（8 × 7 × 6 × 5 × 4 × 3 × 2 × 1）或者是升冪

（1×2×3×4×5×6×7×8 ）的不同，結果發現問題形式為前者的受試者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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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值會顯著高於後者，Chapman 和 Johnson（2002）解釋這是因為受試

者給予較先出現的訊息較高加權的緣故。 

 

形成反應（Form response） 

最後則是「形成反應」階段。在形成反應階段錨點值可能會影響到

決策者要使用哪一部份的量尺（scale），錨點值的存在可能會使受試者

去使用較接近錨點值的那一部分量尺（Chapman & Johnson, 2002）。研

究也證實當錨點與目標使用相同量尺時，才會產生定錨效果（Chapman 

& Johnson, 1994）。更有研究顯示要產生定錨效果，不只要錨點與目標

所使用的量尺相同，還需要錨點與目標具有相同內在向度，才會產生定

錨效果，如：都是長度或者都是寬度（Strack & Mussweiler, 1997）。不

過在 Wilson 等人（1996）相似的研究中，並不完全贊同這樣的看法，

他們給一個錨點讓一些受試者去判斷聯合國國家人數，而其他受試者則

用同樣的錨點，可是在絕對判斷時去判斷電話簿裡外科醫生的人數，結

果發現當受試者相關知識低時，不管目標有沒有改變，都有顯著的定錨

效果，然而當受試者相關知識高時，則不管目標有沒有改變，都沒有顯

著的定錨效果。所以也許使用不同量尺，或者採用不同的向度，可以減

少定錨效果的發生，但是並不能完全避免定錨效果。 

另外，有學者建議我們可以用調整機制來解釋在反應階段所發生的

歷程（Chapman & Johnson, 2002；Wilson et al., 1996）。在反應階段時，

決策者會根據之前所取得與選擇的訊息，經過加權之後，在反應階段進

行適當的調整，但是因為調整的過程是需要認知資源的投入，因而常常

因為認知資源不足而調整不足，也因此在最後反應階段的調整不足也是

造成定錨效果產生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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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模式的運作 

當一錨點出現時，什麼樣的因素會決定是透過無意識歷程或是意識

歷程來造成定錨效果？在討論因素之前，我們先回到促發機制的討論，

如果促發機制的確可以解釋無意識歷程的定錨效果，則可以將錨點值視

為促發項，那麼若要透過無意識層次來產生定錨效果時，決策者究竟需

不需要覺知到錨點呢？根據傳統促發效果（priming effect）的研究發現，

不管受試者有沒有注意到促發項的存在，促發效果同樣都是會發生的

（Dupoux, Kouider, & Mehler, 2003）。因此，我們可以說不管決策者有

沒有注意到錨點，錨點都有可能會透過無意識層次對最後的估計值造成

影響而形成定錨效果，另一方面，則錨點若要透過意識層次來影響到決

策者最後的估計值，則決策者不但必須要注意到錨點，且必須要去考慮

目標值為錨點值的可能性。 

因此，不管有沒有注意到錨點，透過無意識層次所產生的定錨效

果，錨點是作為一個促發項，也就是說錨點的存在促發了相關訊息，使

得與錨點相關的訊息變得較為可提取，因此，當受試者估計目標值時，

就會去利用這些較為可提取的訊息，所以就會造成定錨效果。另外，若

在無意識層次的定錨效果，是透過促發機制來中介，則因為無意識歷程

是自動化的、內隱的、不可控制的，因此時間壓力對於無意識層次定錨

效果應該不會造成影響。 

但是，若決策者注意到錨點且考慮了目標值為錨點值的可能性，則

錨點就會透過意識層次對數字估計造成影響，此種情形就比較類似傳統

所談論的定錨效果，錨點會在各個階段產生不同的影響，如同之前所探

討的方式。而且在這樣的意識歷程中，決策者是有意識的去尋找目標值

與錨點值一致的證據，且在反應階段進行調整來產生答案，在每一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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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都需要足夠認知資源來幫助完成數字估計，在過去研究認知資源

對於定錨效果的影響常利用幾種方式，一為增加認知負擔，即要受試者

進行數值估計之前，先記憶一些子音並且複誦，數值估計之後再回憶這

些子音，結果發現定錨效果會增加（Kruger, 1999）；二為使用「增強」

或者「警告」，如果造成定錨效果的原因是因為認知努力不足，那麼給

予增強或者警告應該會使受試者投入較多的認知資源，因而有比較少的

定錨效果，但是多數研究皆未發現這樣的結果（Tversky & Kahneman, 

1974；Wilson et al., 1996）；三為觀察專家的表現，因為專家在進行其專

門領域的數值估計時，所需要的認知資源會比一般人來得少，所以應該

會有比較小的定錨效果，可是研究結果也沒有得到證實（Mussweiler, 

Strack, & Pfeiffer, 2000）。 

仔細核視這些研究，我們可以發現當研究操弄為增加認知資源時

（如：使用增強或警告；使用專家來進行研究），定錨效果並沒有消失

的現象，但是，相反地若以減少認知資源的操弄方式，則會增加「定錨

效果」，根據這樣的現象，我們可以說當受試者認知資源不足時，受試

者就更沒有辦法根據「選擇與取得」階段所得到一致的訊息量，以及在

整合、反應階段作適當的調整，因此會更傾向於使用最顯著的訊息（如：

錨點）來作為最後數值估計的答案。然而，足夠的認知資源並不會改變

定錨現象的量，這可能是因為要完全修正「定錨效果」，除了足夠的認

知資源外（例如：有動機），決策者還需要知道偏誤的方向，以及偏誤

的量（Wilson & Brekke, 1994），才有可能完全修正定錨效果。因此，即

使有足夠的認知資源並無法完全修正定錨效果。所以，若在意識層次的

數字估計作業給予時間壓力時，因為認知資源的減少（Maule & Edland, 

1997），會使得定錨效果增加。 

本研究要同時檢驗認知資源對於無意識歷程以及意識歷程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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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藉以區分兩個歷程的不同。本研究要嘗試以有無時間壓力的方式操

弄認知資源的多寡，我們假設當有時間壓力時，可以投入的認知資源較

少（Maule & Edland, 1997），在無意識層次的定錨效果量並不會受到影

響，可是相反地，在意識層次的定錨效果就會受到影響，且不管在訊息

取得與選擇階段是不是有得到較多目標與錨點一致的證據，都將會造成

比較大的定錨效果。 

 

定錨效果的量測 

最後，我們探討一下如何量測定錨效果？Tversky 和 Kahneman

（1974）第一次提出定錨效果，其所使用的方式是以高錨點組與低錨點

組的顯著差異表示定錨效果的發生，之後許多研究欲探討不同因素對定

錨效果的影響時，則同樣會以這樣的方式，去比較高低錨點組差異的大

小，差異越大則表示定錨效果的強度越強（Brewe & Chapman, 2002；

Chapman & Johnson, 1999；Jacowitz & Kahnman, 1995；Mussweiler & 

Strack, 2000a；Mussweiler & Strack, 2000b；Strack & Mussweiler, 1997；

Tversky & Kahneman, 1974）。 

另一種較常見的測量定錨效果的方式，就是使用實驗組（有錨點組）

與控制組（沒有錨點組）兩組所得到的估計值來做比較，差異達顯著則

表示具有定錨效果（Wilson et al., 1996；Wong & Kwong, 2000）。同樣地，

要探討不同因素對定錨效果的影響時，也會去比較實驗組與控制組差異

量的大小（Chapman & Johnson, 1994）。以上兩種方式，雖然普遍為多

數學者所接受，但是在使用上應該要有一些被注意的地方，利用高低錨

點組的差異或者是實驗組與控制組的差異，去定義定錨效果的存在與

否，或是各種因素對於定錨效果的影響在大多數時候是沒有問題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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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若欲研究的因素會使兩個實驗組的錨點值不相同時，可能就會有問

題發生，例如當要研究錨點極端性對於定錨效果的影響，不真實組與真

實組的錨點值是不同的，假設研究者所使用不真實錨點組的高低錨點值

為 1100、100，真實錨點值 800、400，研究結果發現不真實錨點組的高

低錨點受試者估計值為 900、300，而真實錨點組高低錨點受試者估計值

為 750、450，雖然明顯可見不真實錨點組的差距 600大於真實錨點組的

差距 300，所以根據以上量測方式，我們會認為不真實的錨點會造成比

較大的定錨效果，但是若仔細去思考定錨效果的意義，會發現定錨效果

應該是指估計值受到錨點值影響的程度，那麼單純以高低錨點組的差距

或是有錨點組（實驗組）與無錨點組（控制組）的差異大小來決定定錨

效果的大小，似乎就不是這麼恰當。 

因此，也有學者認為應以「調整幅度」來定義定錨效果，也就是最

後的估計值趨近錨點的程度，將最後估計值減去錨點值之後取絕對值

（蕭湘如與李玉惠，2000），因為定錨效果最初的定義來自於調整不足，

因此調整幅度越大則表示定錨效果越小，然而，利用這樣的方式去研究

不同因素對於定錨效果大小的影響時，並沒有太大問題產生，可是同樣

地當研究者所欲研究的因素會使兩實驗組的錨點值不相同（錨點極端性

對於定錨效果的影響）時，對於不同大小的錨點值所得到的相同調整程

度是不是具有相同意義亦令人產生質疑，因而近年研究並不常見到以這

樣的方式來探討定錨效果。 

所以，有學者更進一步認為在討論定錨效果的大小時，單單只考慮

高低錨點組估計值的差異，或是調整幅度，都不是一種適當的作法，因

此應該兩種方式一起合併來考慮，而提出以「調整比例」的方式來定義

定錨效果的大小，也就是以「受試者在各情境下的估計值減去錨點值，

取絕對值之後再除以錨點值」（林志皇，2001），但是，這樣直接除以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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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值的方式，並沒有考慮到真實值的大小，而以絕對零點到錨點值的距

離作為分母的方式，可能會有錯估定錨效果的現象。因為，若我們將受

試者的估計值視為一常態分配，則平均值可以表示為「真實值」的位置，

若受試者的估計值等於真實值時，則表示完全沒有受到錨點值的影響；

同樣地，當估計值等於錨點值時，則表示完全受到了錨點值的影響，所

以，受試者估計值由真實值到錨點值之間的變化，即表示了錨點值對受

試者估計值所造成的不同影響力。因此，Jacowitz和 Kahneman（1995）

提出我們可以用 AI值（anchoring index；定錨指數）的計算來估計定錨

效果，AI值的計算方式如下： 

 

AI＝
低錨點值高錨點值

低錨點Med高錨點Med
−
− )()(  

或 AI（low）＝
)(

)()(
控制組Med低錨點值

控制組Med低錨點Med
−
−  

AI（high）＝
)(

)()(
控制組Med高錨點值

控制組Med高錨點Med
−
−   

 

此方法具有可以將不同錨點大小的題目合併起來討論的優點，也同

時考慮了錨點、真實值大小與調整的程度。不過，此方法仍然有缺點，

如：每一題只能得到一個 AI 值，也因此為了樣本太少所造成的誤差，

則必須增加問題的題數，另外，則是 AI 值只能用來進行簡單的描述統

計，而沒有辦法進行推論統計的分析。所以本研究參考「調整比例」與

AI值的方式進行修正，來探討極端值對定錨效果大小的影響，採用「調

整指數（adjustment index）」，即「受試者在各情境下的估計值減去錨點

值，再除以錨點值與控制組估計值中位數的差異值，之後再取絕對值」，

這樣一來不僅可以考慮到錨點值與真實值的絕對大小，同時也考慮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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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幅度，又可以將不同的問題進行合併，同時也可以進行較複雜推論

統計的分析，其公式如下： 

 

調整指數＝
)(控制組Med錨點值

錨點值估計值

−
−  

 

而且由以上公式得知，當定錨效果越大時，表示錨點值的影響越大，估

計值會越接近錨點值，因此調整指數會越小；而當定錨效果越小時，表

示錨點值的影響會越小，估計值會離錨點值越遠，因此調整指數也就會

越大。 

 

研究假設  

綜合以上，本研究所欲探討的問題重心，主要在於無意識層次定錨

效果的內在機制、意識層次定錨效果較具爭議「錨點極端性」的問題，

以及認知資源對兩種不同意識歷程的影響。所以，我們根據以往的研究

成果發現，多數學者皆認同有兩種不同的定錨效果存在（Mussweiler & 

Strack, 2001；Wilson et al., 1996），本研究將其區分為無意識層次定錨效

果與意識層次定錨效果，雖然多數學者對定錨效果內在機制都提出許多

不同的解釋，但是卻少有一個較為整合的觀點去解釋所有定錨效果的現

象，尤其是對於無意識層次定錨效果更是如此，因此本研究則利用促發

機制來解釋無意識層次的定錨效果，所以若無意識層次定錨效果是透過

促發機制來中介，那麼當我們使用類似研究傳統促發效果的實驗典範

時，應該也可以得到「定錨效果」，所以我們可以得到假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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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一：錨點會透過無意識過程造成定錨效果，透過快速呈現讓受試者

沒有辦法意識到其存在時，仍然會造成定錨效果。 

再來，當無意識層次定錨效果是透過「促發機制」來作用時，那麼

其歷程應該是屬於自動化、無意識的歷程（Jacowitz & Kahneman, 

1995），也就是說與意識層次的定錨效果不同的，無意識層次定錨效果

在進行數字估計時並不會因為時間壓力的存在，而使定錨效果有加大的

現象，所以，時間壓力並不會影響到無意識層次的定錨效果，且如同之

前所探討的，不管有沒有注意到錨點，都有可能透過無意識層次來造成

定錨效果，因此我們可以得到假設二。 

假設二：不管受試者有沒有注意到錨點的存在，若錨點是透過無意識層

次造成定錨效果，則當進行數字估計時給予時間壓力，應該與在沒有時

間壓力下的定錨效果的大小相當。 

本研究的另一研究重點將放在意識層次中研究結果的釐清，另外也

將以往常見的兩種解釋定錨效果理論典範，調整模式與選擇性可觸接模

式同時放入來探討，並認為他們分別解釋了在不同的訊息處理階段造成

定錨效果的原因。本研究探討重點在於研究結果較為分歧的「錨點極端

性」，和調整機制對於最後反應階段的解釋去做進一步的探討，根據之

前所探討的，「錨點極端性」會影響到「訊息的選擇與取得」，若根據「選

擇性可觸接模式」的解釋，當錨點越極端時，受試者就更難找「目標與

錨點一致」的證據，在產生答案時就會有更多的調整，因此最後的答案

就會越偏離錨點，而有較小的定錨效果。 

可是，過去研究則因為在研究方法（如：量測方式）上的缺失，使

得「錨點極端性」對於「定錨效果大小」研究結果十分分歧，因此本研

究將修正以往的量測方式，改採「調整指數」方式。所以根據以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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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以得到假設三。 

假設三：當錨點是透過意識過程造成定錨效果，其中錨點性質的極端

性，會影響到決策訊息選擇與取得的數量，錨點越極端時，其所產生的

目標與錨點一致的訊息數量越少，所以所造成的定錨效果也會越小。 

最後，在意識層次的定錨效果會受到認知資源的影響。決策者會根

據「訊息的選擇與取得」階段所得訊息（目標與錨點一致的證據）數量

和「訊息整合」階段不同的整合方式，在反應階段進行調整產生最後的

答案，所以之前訊息（目標與錨點一致的證據）取得越多，就會調整的

越少；因此當錨點越極端時，其取得的訊息（目標與錨點一致的證據）

越少，在反應階段就會有較多的調整，因而有較小的定錨效果。且在整

合、與反應階段產生數值估計皆需要投入足夠的認知努力，因此即使在

訊息取得與選擇階段所產生目標與錨點一致的訊息多或者少，若在絕對

判斷任務給予時間壓力時，則受試者往往無法有足夠的認知資源去進行

整合與反應，因此會直接採用最顯著的訊息「錨點」而有較大的定錨效

果，所以我們可以得到第四個假設。 

假設四：若定錨效果是透過意識層次產生，則在進行絕對判斷任務給予

決策者時間壓力，決策者將無足夠認知資源整合、產生最後的估計數

值，因此，不管之前階段所產生的訊息多或者少，都會有較大的定錨效

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