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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論與建議 
 

    由第四章的研究結果發現廣告訊息的強弱論點對廣告態度、瘦身態度

或產品態度作都有顯著的影響。雙歧態度則未顯現任何主要效果。有趣的

是在廣告訊息強弱與雙歧態度的交互作用上發現了不同的效果，因此，本

章將進一步深入的探索其可能的解釋，並總結研究結果與意涵，提出對廣

告、行銷策略上的建議，檢討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的發展。 

 

第一節  研究結果討論 

     

本研究的旨趣在探討廣告訊息的強弱論點會透過雙歧態度來調節廣

告效果，結果發現只有廣告訊息的強弱論點有一致性的顯著效果，不論在

廣告態度、產品態度或瘦身態度上，強論點的廣告訊息都會產生較佳的廣

告效果。雙歧態度在任何依變項上皆無效果，而廣告論點與雙歧態度的交

互作用只發生在特定的條件下才成立。以下便針對主要的研究發現進行討

論。 

 

 

壹、ELM 模式能否解釋雙歧態度？抑或研究操弄待檢討？ 

 

由於本研究的研究結果並不如研究假設預期，高雙歧的人較容易遵循

中央途徑的訊息處理，且較容易被強論點所說服，亦即研究預期的論點強

弱與高低雙歧的交互作用只有在部分的條件下得到支持，在此試圖提出幾

項可能得解釋來說明為何研究假設未獲得支持。共分成兩大部分，首先探

討研究所套用的 ELM 模式是能夠解釋雙歧態度的說服歷程；其次，以研

究操弄中的瑕疵來推測研究假設未被證實的潛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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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LM 模式能否解釋雙歧態度 

 

本研究試圖以 ELM 模式來解釋雙歧態度的作用。ELM 模式認為不同

動機強度的人會遵循不同的訊息處理途徑，高動機傾向進行中央途徑的訊

息處理，且易被強論點的訊息所說服；低動機則容易行邊陲訊息處理途

徑。研究進一步假設高雙歧會引發高動機而易進行中央途徑訊息處理，且

易被強論點訊息所說服，低雙歧則無引發動機水準而對強弱論點說服效果

不明顯。 

 

研究一開始以總雙歧分數進行變異數分析，結果發現論點強弱與雙歧

高低只有在瘦身態度上呈現顯著的交互作用，表示廣告訊息的強弱會透過

雙歧態度而影響瘦身態度，低雙歧態度的人在觀看過強論點的瘦身廣告

後，對瘦身態度的評價會較佳；反之，高雙歧態度的人不論觀看的強弱論

點的廣告訊息，都不會對瘦身態度有所影響。另外，在廣告態度與產品態

度上沒有發現交互作用效果，本研究認為可能的原因為強論點所產生的態

度改變會進一步的影響廣告態度，而廣告態度會再影響產品態度，因此，

在本研究中，廣告刺激只呈現一次，其影響的程度與態度改變的持久性仍

有待後續研究證實。 

 

因為雙歧態度的主要概念在說明態度元素間的衝突與矛盾，有鑑於整

體的雙歧態度只有部分調節效果，因此研究更細緻地將雙歧態度區分為認

知、情感、行為層面的雙歧態度來分析。結果發現，在不同廣告訊息下，

認知層面的雙歧態度對瘦身態度有調節效果的出現，亦即廣告訊息的強弱

論點會透過認知層面的雙歧態度高低來調節瘦身態度。可能的解釋為在評

價瘦身態度時，人們會傾向以認知層面去思考，以致於認知層面的雙歧態

度會影響廣告訊息的強弱論點，使得高認知雙歧的人在觀看強論點的廣告

訊息時會較喜歡瘦身議題；而低認知雙歧的人不論其接收的論點強弱，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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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會對瘦身有不同的評價。 

     

在行為層面的雙歧也發現類似的結果，不論是對瘦身態度或廣告態度

都有其調節效果，換句話說對瘦身持有高程度的行為層面雙歧，在觀看強

論點的廣告訊息後，會對瘦身產生較佳的評價，也會較喜歡此廣告；反觀

低行為層面雙歧的受試，不論其觀看的廣告是否包含強弱論點，皆不會對

瘦身或廣告有較佳的評價。情感層面的雙歧則無此效果，表示當女性對瘦

身感到情緒上的雙歧時，不論其接收的論點強弱，皆不會因此極化對瘦

身、廣告或產品的評價。 

      

    另外，有研究（Lavine，Thomsen， Zanna ＆ Borgida，1998）指出

以總統選舉為態度議題，情感層面的雙歧態度較認知層面的雙歧態度有主

導的影響力。這點恰巧與本研究結果相反，可能的解釋是不同的態度議

題，其所主導的態度成分也會有所不同。總統選舉的態度其主導的成分可

能多為情感，而瘦身議題所主導的成分則多為認知與行為層面。 

 

研究的主要結果發現與研究所預期的假設方向恰好是相反的，低雙歧

的人在觀看過強論點的廣告訊息後，對廣告的評價較佳且對瘦身態度朝正

向的改變，表示低雙歧的人觀看過強論點的廣告訊息後有較佳的廣告效果

與較好的說服效果。在此企圖提出幾項研究結果與理論來解釋並說明之。 

 

本研究結果與鍾玉珍（1997）的研究結果相同，當態度的雙歧性較低

時，在思考後會發生極化的效果，也就是雙歧態度低時，較容易有態度的

極化發生。另外，研究結果也符合 Thompson 和 Zanna（1995）對雙歧態

度的假定，他們發現雙歧態度與某些人格變項有正相關，低雙歧態度與高

認知需求有關，由此解釋本研究結果，當個體認知需求高時，不容易形成

雙歧態度，對訊息的處理將會較仔細與系統化，也較容易被強論點所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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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反觀高雙歧態度所連結的低認知需求，會導致個體忽略、簡化廣告訊

息，因此沒有產生預期的廣告效果。 

 

    此外，Kuhl(1994)的研究指出具有保守傾向（state orientation）的人比

較不容易形成清楚的態度，會顯示出較多的雙歧、矛盾，因此不易立即做

出與決策相關的行為，在 Hänze（2001）的研究中則證實了雙歧態度與行

動傾向（action orientation）的負相關（r = -.28 , p < .05）。若是如此，在本

研究中的高雙歧者，是不容易立即產生態度的改變，也不容易極化態度來

降低雙歧程度。 

 

上述是以雙歧態度的前置條件「認知需求」或「行動傾向」來解釋為

何低雙歧的人比較容易極化態度。從另一個角度來看，雙歧態度的行為後

果也可能導致高雙歧的人比較不容易極化態度的結果。Moore（1973，1980）

發現雙歧態度會導致態度與行為意圖之間的一致性下降（Armitage ＆

Conner，2000），低雙歧態度者較能預測行為表現，因此，對瘦身具有低雙

歧態度的人們對廣告訊息與後續的廣告效果測量有較佳的表現。 

 

    在前面文獻探討中也提到雙歧態度可作為認知失調的再解釋，若以認

知失調的觀點來解釋本研究結果，可發現當人們處於高雙歧態度、高失調

狀態時，可能會改變行為，使行為與認知一致；或者改變與行為不一致的

認知；甚者增加與行為一致的認知，選擇這些策略的基礎最省力原則（least 

effort principle）。 以瘦身為例，當人們處於瘦身的高雙歧態度時，可能改

變與行為不一致的認知，也可能增加與行為一致的認知，或者直接逃離讓

他們不愉快的情境，並沒有作出任何的態度改變或行為上的改變。 

 

    另一項解釋可由 Zimbardo(1960)依據認知失調理論所提出的「反應涉

入」（response  involvement）來說明，所謂的「反應涉入」指的是個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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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量態度反應給別人的印象，而決定自身的態度傾向。通常這些態度會涉

及自我概念部分，因此個體比較容易決定保持中立的立場，且較不容易被

說服。若瘦身態度是一種牽涉到自我概念層面的議題，那麼高雙歧態度的

受試也許有較深的反應涉入，當要求其表達並決定自身的態度傾向時，有

可能會遭到個體的抗拒而保持中立的立場。 

 

    由反應涉入這個概念，本研究進一步延伸討論受試者的社會期許或社

會整飭效果。對女性而言瘦身往往會涉及到自我概念的部分，就目前社會

趨勢與潮流而言，瘦身已經成為女性重要且必要的活動之一，因此，在進

行本研究的研究流程時，很難避免社會期許或社會整飭的效果介入，而影

響本研究所預期的效果方向。就拿瘦身廣告為例，隨著越來越多瘦身不實

廣告報導的影響，女性被要求對瘦身廣告訴求要有警覺性、不要輕易相信

而上當受騙。且從本研究女性對瘦身廣告所引發的相關聯想結果可驗證，

女性對瘦身廣告所持的負向、質疑想法居多，女性對瘦身廣告的負向印象

可能會影響研究所預測的結果。 

 

總結而言，以 ELM 模式來解釋雙歧態度仍有許多爭議的空間，其中

還需考量許多人格變項的作用，例如：認知需求、行動傾向等。另外，高

雙歧是否引發高動機水準也是有待驗證，或許雙歧態度這種高度衝突狀態

會導致個體採取逃避機制而作任何改變。反觀低雙歧態度者，處於低矛盾

衝突的情境，反而容易仔細處理廣告訊息，且易被強論點所說服。 

 

二、研究操弄的缺失 

     

另外一個比較有可能引起實驗結果不如預期的可能原因為「研究操弄

的瑕疵」。本研究主要關注的焦點為瘦身的雙歧態度，在一開始即假設高

低雙歧態度的人們會遵循不同的訊息處理模式，高雙歧者因高度動態的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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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態度而造成人們尋求資訊的動機，較容易遵循中央處理訊息途徑，且容

易被強論點的廣告訊息所說服；反觀低雙歧者則不易受到雙歧態度的動態

性影響，強弱論點不會影響說服效果。 

 

    從上述的推斷，引起雙歧態度的態度議題為瘦身，但在本研究的說服

訊息呈現上，卻是以瘦身產品為主要訊息內容，而不是針對瘦身議題的說

服訊息，因此造成態度議題與說服訊息之間的誤差。理論上來說，若要形

成態度改變，應針對態度議題本身設計說服訊息，如此，才能符合議題與

說服之間的一致性。也許就因為本研究廣告訊息的操弄有過多的部分在於

瘦身產品的描述，而忽略了瘦身議題本身的說服訊息呈現，因此在預期的

說服效果上看不到效果。 

 

總而言之，影響本研究結果未證實研究假設的可能因素有三點，首

先，廣告刺激的影響力，不論是從廣告內容的描述不夠貼近瘦身議題，或

是廣告刺激只呈現一次而導致廣告刺激的影響力不夠深遠，都有可能影響

研究所預期的廣告效果。其次，瘦身的雙歧態度究竟是哪些態度元素主

導？行為層面較能主導女性對瘦身議題的態度改變也是另一項可能的推

測。本研究發現，在行為層面的瘦身雙歧態度有較佳的強弱論點與高低雙

歧的交互作用效果，認知層面其次，情感層面則皆無發現。因此很有可能

對女性而言，瘦身態度的行為層面有較強的主導性。另外，雙歧態度的前

置條件也可能影響說服效果，例如：認知需求、保守傾向等，雖然這些前

置條件與雙歧態度有關，但這些前置條件也可能與說服效果有關。最後，

反應涉入與社會期許也可能造成研究假設未獲支持的混淆變項，畢竟對女

性來說，瘦身是一件相當敏感且貼身的話題，若要他們公開表示自身對瘦

身的相關態度，是有可能引發他們對自尊或自我的防禦感，而採行社會期

許的方向來維護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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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廣告訊息與廣告態度 

 

廣告訊息的強弱論點效果在本研究中相當一致且穩定，顯示本研究對

於強弱論點的操弄相當成功，強論點的廣告訊息會產生較佳的瘦身態度改

變、較好的廣告評價及較正向的產品態度。另外，從開放式問題的回答可

知，強論點的廣告引發較多正向相關聯想，而弱論點的廣告則引發較多的

負向相關聯想。這個發現可作為廣告編制時的參考，女性在觀看瘦身廣告

時，會較偏好強論點的廣告訊息，而強論點的廣告訊息也會產生較佳的廣

告效果。 

 

    當研究細分不同層面的雙歧態度時，結果發現包含強論點的廣告訊息

在不同層面的雙歧態度時皆能對不同層面的廣告態度產生較正向的效

果。廣告態度在行銷與廣告的主題研究中一直是個值得深入探討與統合的

研究議題。Lutz(1985)認為廣告態度是一種單一的建構，當人們經歷特定

的刺激暴露後，對廣告刺激所產生的一些喜好或厭惡的態度。但

Shimp(1981)則認為廣告是一個多元建構的概念，是由感性與理性構成的，

感性建構引導消費者產生無意識的反應與喜好，而理性建構則包含了認知

與考量。 

 

    本研究是採用 Shimp 所提出的多元建構概念，認為廣告態度包含了許

多建構，有認知的、情感的、行為意圖三大構面。結果發現將態度細分為

認知、情感與行為三層面將有助於對消費者行為的理解，雙歧態度的認知

與行為層面在觀看過強論點的廣告訊息後，有較佳的態度改變，另外，行

為層面的雙歧也對廣告有較佳的評價。因此，在研究消費者或閱聽人對廣

告的態度時，應考量不同層面的廣告態度，而非單一喜好上的測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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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廣告態度的多元建構也有助於瞭解廣告效果的運作機制。

Levidge 和 Stieiner(1961)所提出的層級效果模式（hierarchy of effects 

model）主要說明消費者在接受廣告訊息時，往往會先知曉廣告訊息的內

容，而後進一步瞭解廣告所欲傳達的訴求，接著對廣告產生偏好，最後對

廣告中的產品產生購買慾望，並產生購買行為。雖然在本研究中沒有辦法

直接驗證廣告效果的階層論，因為在廣告態度的測量時，是將認知、情感

與行為三個概念一起測量。但若以本研究三個廣告效果的依變項來看，瘦

身態度、廣告態度與產品態度似乎也可以解釋廣告效果的階層論。消費者

會先被廣告訊息說服而產生態度的改變，態度改變後影響其對廣告的評

價，對廣告的評價再進一步的影響消費者對產品的評價。研究結果也顯示

瘦身態度所展現的廣告效果為最佳，在解釋研究問題上也表現最好；其次

為廣告態度，最後則是產品態度。 

 

 

參、瘦身的雙歧態度 

 

研究假設瘦身對女性來說是一種雙歧態度，因為它夾雜了許多正負向

評價或優缺點。接著採用 Kaplan(1972)的題目來測量雙歧態度，並進一步

將題目區分為認知、情感、行為上的雙歧。在區分雙歧態度的高低時，將

這三個題目依 SIM 加總計算後，以前後 33%作為高低雙歧的分割點。不論

是以總分計算的高低雙歧，或是以不同層面換算的高低雙歧，在三個依變

項上都沒有顯著效果，表示不論雙歧程度的高低，都不會影響對廣告態

度、產品態度或瘦身態度的評價。過去的研究（Moore, 1973,1980；Armitage 

＆Conner, 2000；MacDonald ＆ Zanna, 1998）並沒有針對雙歧態度做出主

要效果的預測，可能是因為雙歧態度本身是一種屬性變項，一種矛盾、衝

突的態度狀態，往往會導致態度與行為間的不一致，或者是調節、中介某

些效果。而且雙歧態度的態度對象也非常多元，包括了墮胎、死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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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總統選舉、女性主義等等，因此，若要針對雙歧態度做出主要效果

的預測，在研究上必須針對雙歧態度的議題與其影響的行為結果作廣泛蒐

集與歸納，且必須控制影響雙歧態度的前置條件與其他干擾變項，才有可

能進行。 

 

另外，從女性認為瘦身的優、缺點中發現，美麗、健康、自信這三項

優點共佔了將近 78％，顯示媒體仍然成功地傳遞美的標準，瘦意味著美

麗、健康與自信，即使女性對瘦身廣告是持有負面想法的。從缺點中也發

現，有害健康、不方便、浪費錢解釋了 75%，健康與不健康似乎在瘦身活

動上是相當矛盾的，瘦身的結果可能是健康的，也可能是不健康的。 

 

健康與不健康似乎成了瘦身的最大弔詭之處，而瘦身廣告往往就是鼓

吹瘦身可以更健康，但它的訴求或者產品卻往往損害健康的主要訊息來

源。根據報導，台北市高中職女生中有百分之一到三的比例患有暴食症；

而坊間各種強調瘦才是美的瘦身廣告，常是導致許多體重正常的女性去做

不必要的減肥或節食（塑身報，2002）。究竟女性如何看待瘦身美體廣告？

從本研究的廣告態度問卷反應可發現女性對瘦身廣告的評價普遍不高，平

均在 2~3 分之間，但第 14 題（深奧難懂-淺顯易懂）的分數則偏高，平均

數高達 5.41（1.57），顯示女性認為瘦身廣告所要傳達的訊息大多能瞭解，

是容易理解瘦身廣告的訊息內容。 

 

在開放式問題上也發現瘦身廣告引起的負向想法居多，高達 257 則，

而正向想法只有 108 則。總結來說，女性認為瘦身廣告是淺顯易懂的，但

對瘦身廣告的評價普遍偏低，瘦身廣告所引起的負向想法較多，這個發現

可以 2001 年美國聯邦貿易協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從 2 月

至 5 月對減重廣告做的研究調查結果來解釋。在近乎 40%的減重廣告中，

至少有一項訴求是不實的；55％的廣告中，至少有一項宣稱可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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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News & World Report Washington，2003，Jun 16）。 

 

無獨有偶，同年 11 月，北京針對藥品、保健食品、醫療美容機構、

化妝品、減肥器械五大類 53 個品牌的 83 條減肥廣告中，有 82 條都存在

不同程度的違規內容，其中誤導消費者是最突出的問題。而京滬穗三地的

調查顯示：有七成公眾認為減肥廣告名實不符（人民網報導，2001）。在

消費者心中瘦身廣告與誇大不實是相連結的，消費者對瘦身廣告的第一反

應是質疑、不信任，在本研究中，負向想法高達 257 則，質疑的想法也達

114 則，瘦身廣告不再是瘦身美體產業的行銷利器，要返回行銷戰場的首

要任務是得到消費者的信任。 

 

 

肆、瘦身產品的性質 

 

    在本研究中，瘦身產品性質的分析並非研究的主要旨趣，但針對物理

性質與化學性質瘦身產品的分析結果卻相當有趣。研究結果顯示出女性受

試者對化學性質的產品在廣告態度與產品態度上有較好的評價，但在瘦身

態度上則無顯著差異。這是否意味著女性對化學性質的瘦身產品廣告有較

正向的看法，也對化學性質的瘦身產品有較佳的評價，但這種對化學性質

瘦身產品的偏好並不會影響其對瘦身態度的改變。 

 

    雖然目前市面上的瘦身產品大致可區分為物理或化學兩種性質，但在

瘦身減肥的效用上可能以化學性質的瘦身產品較為有效，因此導致女性受

試者對化學性質的瘦身產品有較佳的廣告態度與產品態度。這個部分的研

究也相當值得後續研究發展，目前尚未有針對瘦身產品性質的相關研究，

若女性對物理性質與化學性質的瘦身產品真的有偏好上的差異，應可深入

研究其背後運作的機制，與影響偏好的原因。 



 - 86 -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研究的研究架構與研究設計主要是結合社會心理學的態度概念與

說服理論並加以運用在廣告傳播實務中，因此研究建議分成兩大部分，第

一，對雙歧態度理論未來研究之建議；第二，對廣告行銷提出未來建議與

執行廣告或訂定行銷計畫時所需考量的重要因素。 

 

 

壹、對雙歧態度理論未來研究之建議 

 

一、雙歧態度之測量與計算公式 

 

雙歧態度這個領域尚未發展成熟，相關研究數量並不多，在雙歧態度

的測量方法仍無定論。首先，將認知、情感、行為三題加總後的雙歧分數

是否能代表雙歧態度是值得商榷的，也許女性對瘦身的雙歧態度是一種認

知、情感或行為跨構面間的態度衝突。若從本研究對瘦身優缺點的主要項

目進行深入探討，想要美麗、健康與自信，卻可能有害健康、不方便、浪

費錢，將這些項目區分為某些態度構面，或許可以進行瘦身態度的跨構面

雙歧研究。 

 

其次，以前後 33％作為高低雙歧的分割點是否恰當？當雙歧態度分數

分佈的狀態是屬於常態或低闊峰時，或許比較沒有方法上切割的問題。但

當雙歧態度分數分佈的狀態是高狹峰時，最常見的方式是轉化成不同的雙

歧態度分數來解決。雖然目前已經累積了不少關於雙歧態度計算方式的公

式，但最方便的方式仍然是發展出一套不需依照樣本分佈的情況來決定高

低雙歧組的計算公式，以剔除方法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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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雙歧態度的對象與調節效果 

 

由於本研究的主要樣本為女性，但在瘦身減肥議題上也有越來越多的

男性關心與參與，未來研究可將男性加入研究目標，並進一步分析是否有

性別上的差異。其次，廣告類型採用強弱論點的訊息訴求，未來研究可以

不同的廣告訴求來進行研究分析，例如：理性訴求、感性訴求等，也許在

雙歧態度的調節效果上會發現不同的結果。另外，在雙歧態度的議題也有

發揮的空間，瘦身只是其中一項可能的雙歧態度議題，另外選舉、政府政

策或某些爭議性的行為等，都可作為後續的雙歧態度的研究議題。  

 

    由於，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討雙歧態度的調節作用，所選定的三

個廣告效果中，只有瘦身態度有較好的表現，也就是說強弱論點的效果會

透過雙歧態度而影響瘦身態度。深入探究可能影響雙歧態度調節效果的混

淆變項為「認知需求」，過去的研究對於雙歧態度與認知需求間的關係並

不明確，研究指出（Maio et.al., 1996；Jonas et.al., 1997；林思賢, 1990)雙

歧態度會引發中央訊息處理模式，會仔細推敲處理訊息內容。而 Thompson

和 Zanna(1995)則認為當個體認知需求高時，是較不易形成雙歧態度的，究

竟認知需求與雙歧態度之間的關連性是如何？有待後續研究釐清。 

 

三、雙歧態度之構面內與構面間 

     

從本研究開放式問題中，女性認為瘦身優、缺點可推測引起女性對瘦

身感到雙歧的因素，想要美麗卻可能有害健康，想要健康卻可能產生許多

不方便，想要有自信卻可能花冤枉錢……等，這些都是令女性又愛又恨

的。藉由這些優缺點的描述，未來的研究可再進一步深入探討女性對瘦身

雙歧態度的本質與特性，究竟女性對瘦身的雙歧態度是屬於構面間的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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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還是跨構面的雙歧？而這些不同本質的雙歧態度會產生哪些不同的

行為後果？  

 

 

貳、對廣告行銷策略未來發展之方向 

 

一、傳播業者應重視消費者之主動性 

 

    過去的瘦身美容廣告似乎將閱聽人定位在被動的角色上，只要廣告不

斷呈現、不斷訴求，人們就會被說服，進一步消費。然而，雙歧態度的調

節作用在本研究得到部分的支持，消費者會因自身的態度而對不同的廣告

類型有不同的反應，這點說明了消費者在接收廣告訊息時的主動性，也呼

應了 Katz（1959）的「使用與滿足」模式（uses and gratifications）。使用

與滿足模式認為人們會因自身的偏好、需求而對媒體有特定的使用目的，

並從中獲得滿足。當閱聽人產生需求，他們會主動的去探索、選擇媒體，

並從中獲得滿足。 

 

    因此，在未來的廣告與行銷策略上，業者應考慮消費者的主動性，從

過去分析消費者的人口統計變項，到心理輿圖（psychographics）的生活形

態與價值觀，一再顯示了消費者的個人需求與自身態度對廣告與行銷的影

響，不論是廣告的訴求、論點或是行銷的市場、定位，都必須以消費者對

產品的態度為基礎。 

 

二、瘦身產業應努力取得消費者之信任感 

 

從廣告相關想法上的回答傾向可知，大眾對瘦身美體廣告多呈現負面

的想法，多質疑且不信任廣告所傳遞的訊息，本研究推測可能的原因為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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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大眾不信任瘦身美體產業所導致。廖彥力（1996）曾針對瘦身美容產業

的服務品質作實證性的研究，主要研究結論之一為：瘦身美容產業的顧客

預期服務水準與認知服務水準有顯著差異。其中，服務品質的因素解釋變

異量由高至低分別為可信任性、關懷性與有形性三項因素，可信任性的解

釋變異量更高達 62.32%。因此，瘦身美體產業首當其衝的任務是建立與消

費者之間的信任感，如此，後續的廣告行銷策略才有發揮的空間與效果。 

 

三、傳播業者應避免品質差的廣告訊息 

 

廣告訊息的強弱論點效果相當一致且穩定，表示不論在廣告態度、產

品態度或瘦身態度上，強論點的廣告訊息都會產生較佳的廣告效果。因

此，如何編制強論點的廣告訊息可做為廣告製作時的參考（Zhang, 1996），

首先，必需考量消費者所「認為」的強論點，而強論點的產生通常需要下

列幾項步驟，第一，請潛在目標群寫下在選擇購買某產品時所考量的主要

因素，隨後，選取幾項重要且經常提及的產品特徵或要素，並針對這些特

徵與要素發展相關訊息，再請其他潛在的目標群加以評定其論述的強弱。

最後，選定目標群所認為的強論點作為主要的廣告訊息。 

 

另外，本研究進一步發現在不同層面的雙歧態度上，認知與行為層面

的雙歧態度對於強論點的廣告訊息有較佳的調節效果，意即認知與行為層

面的雙歧態度會調節強弱論點的廣告訊息而影響廣告效果，這可能暗示著

業者若從女性對瘦身態度的認知與行為層面切入，而忽略瘦身態度的情感

層面，會產生較佳的廣告效果。另一個有趣的發現是女性對化學產品的瘦

身廣告有較佳的評價，對化學性質的瘦身產品有較正向的態度，這點也可

作為後續研究發展的重點之一，究竟為何女性對不同性質的瘦身產品會有

不同的偏好，影響的因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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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限制 

 

最後，提出本研究在研究設計或研究工具上的限制，第一、廣告訊息

的內容大多與瘦身產品有關，雖然有提及關於瘦身的資訊，但在比例上仍

嫌不足，未來的研究可針對瘦身議題發展相關訊息，以加強論點品質與瘦

身議題的符合度。第二、本研究所採用的廣告刺激並不夠正式，與真實廣

告仍有段差距，除了在解析度上仍有待改善，在整個廣告刺激的設計上也

需再加強。第�三、在本研究的廣告只呈現一次的狀況下要求受試者填答

對廣告的評價及對產品的態度，與日常生活中，廣告刺激必須不斷呈現的

情況下有所不同，廣告效果的外在效度是有待考證的。第四、因時間上的

考量，本研究並無法得知廣告效果的持久性，未來的研究可將廣告的呈現

與問卷測量的間格拉長，試圖探討廣告效果的持久性。第五、本研究的主

要受試為女性，應此只能類推至女性對瘦身的雙歧態度，與引發雙歧態度

的可能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