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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由於本研究的旨趣在於探究瘦身廣告的訊息強弱如何因為雙歧態度

的高低而影響廣告效果。因此，文獻探討將分成「瘦身議題」、「態度與雙

歧態度」、「說服模式與廣告效果」、「瘦身、雙歧態度與說服歷程之關係」

這四大部分。 

「瘦身議題」部分主要在探討瘦身議題是如何形成的？瘦身廣告的內

容又是如何影響女性對自身的價值觀，及女性主義對瘦身的批判，最後則

探究瘦身的雙歧態度。 

「態度與雙歧態度」部分則含括了態度的意義與測量、態度理論與雙

歧態度。在本研究中，雙歧態度是一個重要的調節變項，因此在討論上會

重於雙歧態度的操作型定義、前置條件，及雙歧態度的影響。 

「說服模式與廣告效果」說明了當今的說服模式與雙歧態度的說服歷

程。由於雙歧態度的矛盾性與衝突性牽涉到人們的動機層面，因此將採用

ELM 模式來解釋雙歧態度的說服歷程。進一步提出本研究的測量變項廣告

效果，包含了廣告態度、產品態度與瘦身態度。最後，提出本研究的研究

問題與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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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瘦身議題 

 

壹、瘦身議題的形成 

     

長久以來，女性主義者認為瘦身減肥是父權思想下的產物，而資本主

義則是幫兇。過去，女性是一種資產，一種附屬在男性下的資產，沒有自

主權，必須依賴男性才能生存。因此，如何取悅男性成了女人的天職。美

醜的觀念，是男人賦予的，身材的標準是社會建構的，而早期的社會則是

由男人構成的。如此，父權思想中，女人的標準已經滲透、蔓延並形成理

所當然的文化架構，無型地框架著女性對自身身材的標準。 

     

    成大家庭醫學部（2002）的「台灣民眾減重認知調查」中，符合醫學

體重過重標準的人約佔全體的三分之一，卻有高達 42.6%的女性及 32.4%

男性認為自己過重，由此可知，女性對自我體重的標準較嚴苛。身體的性

別意識在此表露無遺，女性化的身體就是苗條的，由於性別認同是個人自

我建構的重要部分，而身體又是性別認同的重要一環，因此，女性的身體

就顯的重要（吳家翔，1997）。 

     

資本主義更加深這種女性刻板印象，而廣告是最常使用的工具之一。

Myers 和 Biocca(1992)指出經過三十分鐘的電視節目與廣告後，會改變女

性對身體意象的知覺。Lee(2001)的研究更指出廣告會促使閱聽人去與商品

呈現的模特兒作比較，進而相信藉由使用此商品也能達到相同的效果。廣

告的手法不外乎將苗條的身材與社會期許的特質相連結，苗條的女性有自

信、有控制力、有魅力、健康又美麗，苗條似乎成了萬靈丹，也成了女性

汲汲追尋的目標。 

 

廣告無形的形塑女人對瘦身的需求，透過廣告的呈現，人們看到纖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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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條的優勢，瘦身廣告尤其誇大。以下便針對台灣近年來對瘦身廣告的內

容做進一步的探究。 

 

貳、瘦身廣告的內容趨勢 

 

約從民國 70 年代開始，瘦身廣告在台灣發跡，起初是零星的呈現，並

不集中，到了 90 年代初期，瘦身美容產業大肆流行。若依據 Williams(1983)

針對流行所做的涵意，流行意味著「很多人喜歡」、「通常是一種較次級的

作品」、「往往是由龐大的媒體工業大量製造、大量播出、大量行銷，並且

刻意去迎合一般人口味的作品」，那麼瘦身活動即是典型案例。 

 

瘦身似乎在媒體的炒作下成了一項風潮，一種社會現象。雖然瘦身廣

告在台灣的廣告量相當驚人，但國內針對瘦身廣告的研究並不多，研究取

向大致可分為文本分析與閱聽人的解讀策略，一為發送端的分析取向；一

為接收端的分析取向。本節主旨在於探討瘦身廣告的內容趨勢，也就是發

送端在製作廣告時所持有的假設、訴求，因此將針對瘦身廣告的文本分析

研究，也就是發送端的分析取向作探討。 

 

高木蘭（1997）以瘦身廣告作文本分析，依循三大分析主體：美麗女

人的構成、健康女人的構成與減重女人的構成，由表 2-1 得知，這三種女

人的構成幾乎涵蓋所有有關女人的需求與想望，想變得美麗、健康、苗條。

其實，這三種欲求並非完全獨立的，有時候是相互重疊的，就現今的瘦身

廣告而言，這三種女人的控制學似乎是相互借用的，並沒有清楚的界線。

陳聖暉（2000）電視廣告文本公式研究的結果即顯示了此一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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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瘦身廣告的文本分析架構 

 身體工業 分類學 控制學 附註 

美體瘦身 標準/不標準 

黃金比例 

標準尺寸 

科技方法 

科學論述 

 美麗女人 

的構成 

服裝 標準尺寸 

S、M、X、XL

專業論述 

（衣服修飾身材） 

量衣裁身 

以人就衣 

運動 抽象的標準身

材 

專業論述 

（健美操、有氧舞蹈） 

運動減重 健康女人 

的構成 

飲食控制 標準體重 專業論述 

（節食減重學、營養學等） 

節食減重 

減重女人 

的構成 

醫學 標準體重 專業論述（飲食控制、運

動、整型抽脂等） 

 

資料來源：減重女性的身體形象構成與實踐（頁 32），高木蘭，1998，高

雄醫學行為科學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陳聖暉（2000）隨機抽樣了淡水地區有線購物頻道的塑身廣告十則來

進行文本公式研究，歸納了 13 種角色特性，其中瘦身產品著重於其減重

特性與功效，並打出各種生物學、營養學或標榜天然成分的元素，另外針

對產品做出國內外機構的保證，不乏科學技術及專業論述，現身使用者皆

以年輕的女性為主，腳本通常先描述肥胖的問題或缺憾，內容不乏造成疾

病或精神上的困擾、人際關係不佳的原因或造成自卑、失去自信等，接著

描述苗條體態的好處，之後說明產品運作原理或是批評其他相關瘦身產

品。 

 

這種公式腳本的運用不僅出現在有線購物頻道的瘦身廣告中，科學、

醫學技術、肥胖的缺憾、自我的掌握等訴求一直是瘦身廣告的主打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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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瘦身廣告也不例外。 

 

在《女為悅己者瘦》一書中，張錦華（2002）針對瘦身廣告作一歷史

性的長期分析（民國 71 年至民國 88 年），發現瘦身業在 1993 年以前，基

本上是以健身和減肥中心為主，廣告量並不大。但自 1993 年八月，中國

時報推出了十四張的二分之一版的瘦身廣告後，逐年倍增。從其蒐集的資

料中，可以很明顯的看出瘦身廣告確實以醒目、極大量的篇幅、頻數推出，

企圖建立消費者的瘦身需求和行為。張錦華（2002）更進一步針對瘦身廣

告作內容分析，發現瘦身廣告大致可分為五項主題訴求，分別是「科技設

備」、「美貌迷思」、「自主性迷思」、「馴育技術」、與「公司形象」，其分佈

比例如下：（參考表 2-2） 

 

表 2-2：瘦身廣告的五項主題訴求 

 科技 

設備 

美貌 

迷思 

自主性

迷思 

馴育 

技術 

公司 

形象 

其他 總計 

成長期 

（71-81y） 

18 

9.8% 

35 

19.0%

0 

0% 

7 

3.8% 

98 

53.3%

26 

14.1% 

184 

100% 

巨量期 

（82-84y） 

47 

18.5% 

38 

15.0%

22 

8.6% 

62 

24.4%

82 

32.3%

3 

1.2% 

254 

100% 

資要來源：女為悅己者瘦（頁 138），張錦華，2002，台北：正中。 

                                                                     

其中這五項的主題訴求分述如下： 

1.科技設備—以科技設備作為訴求，脫離早期以飲食和運動為主的作法，

廣告中強調了各種科技儀器、原理、療效、容易度與方法等。 

2.美貌迷思—廣告內容強調女性「外表應有的」特徵，尤其是對於胖瘦做

出正面或負面的價值評斷。 

3.自主迷思—強調女性瘦身是為了自己，並具有「自主權」的行為。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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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女性可主動掌控男人的追求與疼惜自己這兩種訴求。 

4.馴育技術—藉由一套對身體的標準、要求及作法的論述，來教育消費者

瘦身的價值與應有的知識和作法，企圖讓消費者「馴服」在這套充滿「科

學知識」的系統論述中。 

5.公司形象—以公司的行銷為主，或強調公司的形象、業績、或者打出優

惠價格、免費試做等。 

 

雖然張錦華（2002）的研究樣本為報紙的平面廣告；高木蘭（1998）

的研究樣本則多包含了雜誌及醫學相關文獻；陳聖暉（2000）則是有線電

視頻道的瘦身廣告，但仍可發現這些瘦身廣告的文本訴求有許多相似之

處。其中，科技設備與馴育技術都與美體瘦身工業中的控制學內容相符；

美貌迷思與肥胖問題或缺憾相關；自主迷思與體態苗條的好處概念相雷

同；公司形象則與許多促銷、贈品活動相仿。 

 

若以張錦華（2002）所歸納的五項訴求作為瘦身廣告主題訴求的全

貌，由表 2-2 可清晰的看出一些趨勢，早期的瘦身廣告多以「公司形象」

作為訴求，後續則部分轉移至「自主性迷思」、「科技設備」與「馴育技術」

三方面。從形象、特價、試做到自主權的宣示、設備的先進、科學知識的

輔佐，這種轉變可能之影響是受到：女性自主的覺醒、科技技術的日新月

異、科學知識的引進與重視等；但也可能是瘦身廣告正逐漸改造女性對自

身價值觀的後果。 

 

    不管是科學技術的進步所導致瘦身廣告的蓬勃發展或是龐大的瘦身

廣告逐漸形塑女性自身價值觀，瘦身這一股風潮不僅僅在台灣延燒，國外

的瘦身廣告量也相當蓬勃發展。美國針對瘦身廣告的內容訴求作比較後發

現（比較 2001 年與 1992 年的瘦身廣告後）兩大趨勢：第一、瘦身廣告的

產品從低卡路里代餐到宣稱不需節食與運動的藥物；其次，對產品效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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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實承諾數在增加（U.S. News & World Report Washington ， 2003 ， Jun 

16）。雖然，國內、國外針對瘦身廣告所做的趨勢分析有不同，國內所切

入的觀點在於瘦身廣告的訴求方式，並將其分類為各種不同的架構、系

統；國外則針對瘦身產品的演變與其不實的訴求做統計。但這些都顯示出

瘦身廣告本身所具備的特點：自主性迷思、科技設備的馴服、不實的承諾

等等，也由於這些特點，瘦身廣告往往引起許多爭議。由於瘦身廣告的主

要目標群女性，而瘦身廣告所倡導的瘦身其背後的動機引起許多爭議，瘦

身議題首當其衝的是女性主義的批判。 

 

 

參、女性主義的批判 

 

早期的女性主義者認為，所有用來裝飾女性的物品，如化妝品、高跟

鞋、甚至是迷你裙等，都是男人發明用來物化女性的工具（蕭美琴，2002）。

六、七０年代的女性主義者，視苗條為父權意識形態殘害女性身體的手段:

節食是「心理式的裹小腳?」，對女性的食慾控制是性慾和權力慾望控制的

象徵（張小虹，1993）。 

 

媒體，一直是女性主義批評的重心。媒介被視為傳播有關女性和女性

特質的刻板印象、父權結構和霸權價值的主要工具（Zoonen，2001）。根

據女性主義的分類，媒介所創造出來的婦女有下列幾種：(1)妻子、母親及

家庭主婦；(2)作為販賣男性商品的性玩物；(3)追求美麗取悅男性的人（Hole 

& Levine，1971）。而第三種類別正是瘦身廣告常用的角色之一。其中一種

常用的手法，就是以「性」為隱喻的廣告訴求，大玩男性凝視（male gaze），

傳播訊息的主要目標對象卻以女性消費者為主。台灣許多減肥健胸的廣告

就是一例，廣告裡不但物化女性，重複強調女體的交換價值，更藉著男性

眼光中的理想女性建構某種令消費者欽羨渴望的情境，卻在無形之中貶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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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地位，奪取女人的主體性（孫秀蕙，1996）。 

 

美容業最要不得的是，把女人的問題說成是個人的無能，與社會壓力

無關，女性唯有拼命達成放諸四海皆準的美的標準，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Faludi，1991/1993）。就目前而言，女性必須瘦已經成了一種社會壓力，

是一種自身控制力的呈現，也是一種權力的再現，當它告訴女性，追求苗

條是自我管理、自我意志的彰顯，具有絕對的正當性之際，它也暗示了不

苗條的身體完全是女性不夠有意志力、疏懶於管理自我身體的結果。早期

的女性主義觀點似乎在這場文化爭霸中漸漸式微，化妝品、高跟鞋、迷你

裙、保養品仍然是女性市場的寵兒，變本加厲的是「女性美的定義」與形

塑文化的媒介之一—媒體結盟。 

 

在媒體大量標榜理想化的女體形象後，不僅複製社會文化對女性的期

望，更強化了身體外觀在女性生活的重要性，也使得閱聽人越來越重視女

性的外在（周雯翎，1998）。畢竟「瘦才是美」是父權體制下，灌輸到女

性身上的包袱，這套迷思宣稱每個女人都能作自己的最佳女主角，並像傳

教士般宣導「trust me ， you can make it! 」但這類訊息中所傳遞的身材標

準對一般的女性而言，高挑、纖瘦卻又豐腴，根本是神話（胡淑雯，1996）。

周雯翎（1998）以含有身體形象之廣告來探討廣告效果，研究結果發現女

性的身體自尊平均數明顯偏低、永遠覺得自己太重。無論是在社會文化的

期待、媒體影響甚至同儕之間壓力，在在都強調女性應該有好身材，而用

來評判女性的標準也細緻到幾乎以支解的方式來審視。 

 

的確，經由不同的畫面，不斷重複相同的訊息，原來只是廣告公司工

作坊裡創造出來的符號，卻彷彿變得真實而自然（祝平一，1999）。社會

主流價值對美的判斷逐漸由「美德」轉而追求表象的美，美容工業與媒體

從中獲取最大利潤，而當商業利潤獲取者取得對美詮釋的主導權時，我們



 - 14 -

已經很難自外於這場美麗的陷阱（林淑芬，2002）。 

 

 

肆、左右為難的瘦身態度 

 

不論是父權主義下的瘦身思維，或是女性主義中的批評聲浪，瘦身對

女人來說已經無法視而不見、聽而不聞了。過往，「瘦身」似乎是體重過

重、體脂肪過高的女性所汲汲訂定的目標，但現在只要是女人，都得對體

重「斤斤計較」，即使在醫學上所謂標準體重的範圍內，還是有一套「塑

身」的嚴苛標準來提醒愛美的女性，你仍然不夠完美。「塑身」這個字眼

引發了許多女性的焦慮，也引爆了更多的商機。 

 

最新的東方女性身材黃金比例公式出爐了：「臉寬是身高的 8%；臉長

是身高的 12%；胸圍是身高的 53%；乳下圍是身高的 43%；腰圍是身高的

42%；臀圍是身高的 57%；大腿肚為是身高的 32%；小腿肚圍是身高的 21%」

（肥胖研究協會，2003）。透過數字，一千人中只有一個人合格。換言之，

依照黃金比例算來，女性人口中有 99.9％的人需要進行局部雕塑。這就是

塑身標準下，所延伸的廣大消費市場。 

 

不管是社會或媒體對女性身材意識的影響，瘦身與塑身隱含的是少吃

多動；隱含的是身體更健康或不當減重的傷害，這是一種優缺點並存的活

動，也是一種矛盾不已的雙歧態度。在社會心理學領域中，雙歧態度是一

個新興的議題，與過去研究態度的觀點有所不同，下一節將針對態度與雙

歧態度的定義、特性、影響作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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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態度與雙歧態度 

 

    瘦身對女性來說是揮之不去的議題，那麼女性對瘦身的態度又是如

何？是極度厭惡這種父權思想、物化女性的刻板印象，抑或汲汲追尋、努

力不懈的目標？或者兩者都有，且實力相當？本節先從態度的基本定義與

測量切入，再深入探究雙歧態度的內涵。 

 

 

壹、態度的定義與測量 

 

一、態度的定義 

 

態度是指對某一個對特定的人、事、物的一種較為持久、或普遍的正、

負向的感覺（Bem， 1970；Insko & Schopler ，1972；Oskamp ，1977 引

自社會心理學，丁興祥等，p.248）。早期 Katz 和 Stotland (1959)認為態度

的成分有三種：情感（affect）、認知(cognition)、行為(behavior)成分。但後

來有學者認為用態度來泛指這三種成分似乎不夠明確，Fishbein 和 Ajzen 

(1972)則更精細的描述由情感、認知、行為為主的不同態度。有些態度是

以情感取向為主的態度，如偏好，「我喜歡吃蘋果」這種陳述方式便是以

情感取向為主的態度；以認知取向為主的態度，如刻板印象，「我覺得女

強人都很不好溝通」這類描述就是以認知取向為主的態度；以行為取向為

主的態度，如歧視，「我會對黑人採取某些讓他們不舒服的行為」這種描

述便是以行為取向為主的態度。然而，瘦身很有可能包含了情感取向的態

度、認知取向的態度與行為意圖取向的態度，因此本研究在測量態度時，

將一併考量認知、情感與行為意圖層面的瘦身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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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態度的測量 

    

在態度的量測方式上，大致上可區分為「生理測量」與「自陳量表」。

其中。「生理測量」則包含了皮膚電阻反應（galvanic skin reflex 簡稱

GSR）、眼球追蹤系統（eye-tracking system）、聲紋反應分析（voice response 

analysis），基本假設是由生理上的反應去推測其態度，但其主要用來推斷

的指標往往是混淆因素：當人們喜悅或厭惡時，容易流汗，進一步導致電

阻下降；眼球容易追蹤著物件；聲音容易高亢，這些指標只能推斷態度的

強度變化，但卻很難判斷究竟是喜悅引起的，還是厭惡使然。 

 

基本上，生理量測是較隱諱的，較不能測得人們黑箱作業部分，也較

容易有推論上的偏差。生理測量的前提是受試者願意表達自己真正的感

受，研究者進一步藉由這些感受來推測受試者的態度，間接的推論態度，

效度不高。另外，工具測量的對象「人」本身，信度也不高，因此，測量

態度時最常使用的仍然為「自陳量表」。 

 

自陳量表包含了 Likert 加總量表法（summated rating）與 Osgood 的語

意差異法（semantic differential method）等。其中 Likert 加總量表法多以五

點量表測之，在同一概念下的群組題分數可加總計算，在尺標兩極的標示

多以「非常不同意」與「非常同意」表之，計分則從 1 到 5 分，正向計分，

分數越高表示越同意。 

    

 Osgood 的語意差異法是用成對兩極形容詞所設計而成的，在同一概

念下的群組題可加總計算，在尺標兩極的標示多以正負成對的形容詞表

示，如「好的」「壞的」、「具吸引力的」「不具吸引力的」……等，大多以

7 點量表測之，計分則從 1 到 7 分，正向計分，分數越高表示越正向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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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欲瞭解態度的基本層面會採用直接量測法，其中又以 Osgood 的

語意差異法較為實用，Osgood 的語意差異法優點是製作容易，且相同的量

表可用來測量不同態度對象，兩極形容詞可依研究目的加以編撰。但是其

優點也是缺點，受試在兩極形容詞的判斷上較隱諱、抽象，不容易表達。

在本研究中，為掌握態度的認知、情感與行為構面，將採用 Osgood 的語

意差異法來測量態度。 

 

 

貳、態度理論 

 

    態度的理論研究在短短 50 年間，已經累積相當多的研究成果來說明、

解釋並預測人們的行為。若以態度理論的研究取向區分，大致可分為「制

約學習與觀察模仿理論」、「訊息模式學習理論」與「一致性理論」。其中

「制約學習與觀察模仿理論」主要說明態度的形成是由於刺激與反應之間

的連結、反應的增強、或者是由觀察學習所構成。「訊息模式學習理論」

則主張人們是理性、邏輯的訊息處理者，透過訊息的處理而形成態度或改

變態度。「一致性理論」則說明了人們有追求一致性的動機，態度與態度

間必須和諧共存，否則不協調的態度狀態將面臨改變。 

 

    本節主要旨趣在於探索態度的動機層面，而「制約學習與觀察模仿理

論」與「訊息模式學習理論」主要在說明影響態度形成或是改變的機制，

不是本研究將探索的重點。因此以下將針對態度理論中「一致性理論」詳

加說明之。 

 

一、平衡理論 

 

最早的態度理論是由 Heider( 1946 )所提出的平衡理論（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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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說明了人有追求認知平衡的需求。平衡理論考量了影響態度的三

個元素，分別是知覺者（p）、另一人（o）與被知覺的事物（x），這三種

因素的交互關係如下：知覺者與另一人的關係、知覺者與被知覺事物的關

係和另一人與被知覺事物的關係。而這三種關係決定了態度平衡與否，理

論上共有 8 種狀況，以下擷取三種狀況分別說明之： 

 

 

                                       

 ＋     ＋               ＋     －              ＋    ＋ 

     ＋                      －                    － 

 

 

 

 

 

 

 

當三角關係為不平衡的狀態時，會產生壓力來改變態度，以達到認知

平衡，這是平衡理論最中心的論述。依據平衡理論的說法，當不平衡發生

時，改變的方式很多，但知覺者會採用最省力原則（least effort principle）

來達到平衡，亦即，知覺者會採取最不費力的方式來平衡關係。以狀況三

為例：當知覺者認為與另一人的關係較重要時，會改變對某件事物的態度

來達到平衡；若知覺者認為與另一人的關係沒有比討厭某事物重要時，會

採取結束與另一人的關係來離開不平衡狀態。 

 

Heider（1946）的平衡理論多用於解釋態度的改變與人際關係，屬於

人際間互動的理論，解釋的尺度較廣。接下來，Festinger(1957)所提出的認

O 

P X 

O

P X

O 

P X 

《狀況一》 

平衡的狀態： 

知覺者喜歡另

一人，另一人喜

歡某件事物，知

覺者也喜歡某

件事物。 

《狀況二》 

平衡的狀態： 

知覺者喜歡另

一人，另一人討

厭某件事物，知

覺者也討厭某

件事物。 

《狀況三》 

不平衡狀態： 

知覺者喜歡另

一人，另一人喜

歡某件事物，知

覺者卻討厭某

件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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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失調理論（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則解釋個人內在的衝突與動機的

歷程，屬個人內在的理論。 

 

 

二、認知失調裡論 

 

Festinger(1957) 的認知失調理論（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假設：

人們在兩個或兩個以上的認知出現不一致的情況（通常是行為結果與認知

信念上的衝突），會產生生理上的緊張，這就叫失調（dissonance），這與

Heider（1946）的平衡理論有相同的基本假定「人有追求認知平衡的需求」，

但平衡理論說明的是人際間的平衡需求，認知失調理論則說明了個人內的

平衡需求。 

 

當人們處於失調的情境，通常會產生調適的壓力，而做出一些能降低

失調的策略，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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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策略也將依循最省力原則（least 

effort principle）來進行，例如：當失調的行為對自我有重大意義時，會傾

向增加與行為度一致的態度來達到平衡，因為行為表現已經無法挽回了，

這時增加與行為一致的態度是最省力的作法。 

 

認知失調理論解釋個人內在的態度變化，無關複雜的人際互動，基本

假定人們是能瞭解自身內在的變化，當認知間發生衝突時，能察覺其差

異，並進一步改善失調狀況。但並非所有人都是清醒的，洞察內在的，也

因此衍生了自我知覺理論（self-perception theory）的誕生。 

 

 

三、自我知覺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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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m(1967)提出自我知覺理論（self-perception theory）的主要論點為：

人們對自己內在的態度，其實是不清楚的，要瞭解自身的態度常常需要透

過外顯行為表現來推測。例如：當我看到某事物，我覺得愉快，那代表我

喜歡這件事物。這種對人的基本假定與認知失調理論有很大的差異，究竟

人們是否能洞察自身的內在變化？其實，並非所有的人都夠瞭解自己，也

不是每個人都要倚賴外在表現的行為來更瞭解自己，認知失調理論說明了

人們瞭解自己內在的狀態，當表現出與自身態度不一致的行為時，會感到

不舒服；自我知覺理論則說明了人們藉由外在行為的表現來推測自己內

在、隱晦的態度，前者是內在的態度線索，後者是外在的行為線索，這兩

個理論恰好補足了人們瞭解自我的內、外在管道。 

 

 

這兩個理論除了說明不同的自我瞭解管道外，它們所適用的態度對象

也不同。認知失調理論多用於解釋長久持續的態度，是早已形成且清楚的

態度，當態度與行為表現的差異過大時，失調於是產生，因為人們知道他

對這件事的態度如何；反觀自我知覺理論，通常是發生在人們態度不明確

或是新態度形成時，這時需要透過行為表現來推測自身的態度，因此，每

個理論都各有其適用的範圍。 

 

綜合上述所言，人們形成態度有兩個途徑，一是內隱的，另一則是外

顯的。平衡理論說明了外顯的頻道：由人際間的互動瞭解；認知失調理論

則描述了內隱的通路：從自己瞭解自己；而自我知覺理論則是藉由外顯的

行為來推測內隱的認知。這些理論的脈絡漸漸引導眾人的眼光，而衍生系

統化-舉隅說服模式（systematic-heuristic persuasive model， Chaiken ，

1980），從內隱的系統化處理到外顯的舉隅式訊息來說明態度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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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統化-舉隅說服模式 

 

Chaiken(1980)提出的系統化-舉隅說服模式，主張人們在面對說服訊息

時，有兩種處理資訊的管道，一是系統化模式（systematic model）：詳細

處理資訊內容，是較理性的思考；另一則為舉隅模式（heuristic model）：

重視附加條件，如：代言人、情境等不相干條件的影響，較感性的思考。

當人們認為可靠的結果大於經濟考量的因素時，會採用系統化模式；反之

則遵循舉隅模式，例如：當人們在購買藥品時，認為可靠的結果—藥是有

效且安全的，大於經濟上的考量—便宜、好用，因此買藥的態度路徑會採

用系統化模式，而藥品包裝所標示的訊息將會影響購買決策。Chaiken 的

確為態度理論開創新的方向，因為說服代表著一種「態度的改變」，要改

變態度的訊息管道有兩種，一種是較理性的；另一種則較感性，視接收者

的經濟考量而言。系統化-舉隅說服模式開始考量接收者的特性，之後 Petty

和 Cacioppo(1986)提出了推敲可能性模式（elaboration-likelihood model ，

以下簡稱 ELM）來更進一步說明接收者的狀態如何影響態度改變。 

 

 

五、推敲可能性模式 

 

Petty 和 Cacioppo(1986)所提出的 ELM，探討的重點在於接收者的能力

與動機層面。當接收者動機強、涉入程度高、認知慾望強、不易分心時，

會採取中央途徑（central route）的訊息處理模式，著重論點品質，此時「訴

之以理」的說服訊息較容易產生態度的改變；若接收者動機薄弱、涉入低、

以經濟因素作為考量時，則著重於瑣碎的邊緣線索，如傳播者的可信度、

喜愛度、論點的多寡、心情好等，此時，「動之以情」的說服訊息較容易

說服接收者。也由於它考量了接收者的動機狀態，因此，本研究將採取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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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可能性模式作為重要的理論依據，並依理論架構所預測：動機強、涉入

高的人對論點品質高的說服訊息，會較容易被說服。 

 

Chaiken(1980)的系統化-舉隅說服模式與 Petty 和 Cacioppo(1986)的

ELM 有許多相似點，其一、都是在探究外在訊息如何影響說服效果；其二、

都將接收者的狀態納入考量。不同的是，系統化-舉隅說服模式認為人是理

性、經濟的，可靠的結果與經濟的考量是他們衡量如何處理訊息的因素。

ELM 模式則是更深入的探討在不同的動機、需求下，人們對外在訊息的處

理歷程。因此，本研究的說服理論架構以 ELM 為主，探討人們在不同的

態度狀態下，對訊息處理的反應。 

 

 

參、雙歧態度 

 

    瘦身對女人來說是一種正向的評價，瘦身也許會帶來美麗、自信或健

康；但瘦身對女人來說也可能是一種限制與負向感受，因為瘦身意味著節

食、運動、及可能的健康損害。因此，對女人來說瘦身並不是一種純然的

正向或負向評價，它很可能混雜了正負向感受與評價，這就是雙歧態度的

內涵。 

 

一、雙歧態度的概念 

 

過去將態度視為單一連續向度的喜好—厭惡，已經有相當大量的研究

投入，但在 1997 年，Cacioppo , Gardner 和 Bernston（1997）提出態度是

二維向度的概念，態度是可以同時存在喜愛與厭惡兩種評價，而同時存在

的兩種評價只有強弱的差別，當正向評價強、負向評價弱時，稱之為「正

向態度」；負向評價強、正向評價弱時，稱之為「負向態度」；若正負向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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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皆強時，稱之為「雙歧態度」（ambivalence attitude）。由圖 2-1 可清楚瞭

解二維向度的態度： 

 

                       弱         強     （負向評價） 

      強 

（正向評價）   弱                 

                                                      

圖 2-1:態度的概念圖 

 

圖 2-1 中的正向態度與負向態度是我們所熟知的喜好、厭惡，而雙歧態度

卻是一個展新的概念。所謂的雙歧態度就是「同時存有同等強度的正向評

價與負向評價」(Kaplan， 1972；Eagly & Chaiken， 1993；Katz & Hass， 

1988；Olson ＆ Zanna， 1993；Thompson & Zanna， 1995)這是一種相當

矛盾且失調的狀態，無法形成清楚的態度、立場，也無法掌握自身的行為。 

 

過去常以一些具爭議性的議題作為雙歧態度的代表，如：墮胎

（Nweby-Clark， McGregor ＆Zanna， 2002）、死刑（Thompson & Zanna， 

1995；Craig， Kane，  Martinez， 2002）、安全性行為(Priester， 2002)、

政府政策（Thompson & Zanna， 1995；Hänze ， 2001）、飲食行為（Armitage 

＆ Conner ， 2000）等。這些議題都透露出其正、負向評價的競爭，也常

常作為辯論題材，因為人們都不容易從贊成的觀點與反對的觀點中做出決

策，似乎選擇了其中一項觀點還是會有所損失，無法雙贏。也因雙歧態度

的提出，過去在態度量表中被視為是趨中反應傾向的行為模式再次受到質

疑，人們之所以會選擇趨中選項，原因很可能是出自於雙歧態度的反應

（Klopfer & Madden， 1980) 。由於雙歧態度是一個新興的研究領域，相

關論文累積的數量並不多，在雙歧態度的操弄與測量上仍無一致性，在瘦

身議題上的應用也未見相關研究，相當值得進一步探討其中運作的機制及

正向態度 雙歧態度

無不同 負向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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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影響的結果。 

 

 

二、雙歧態度的操作型定義 

 

回顧過去，雙歧態度的操作型定義與測量大致可分為：構面內的雙歧

（within-dimension ambivalence） 與跨構面的雙歧（Cross-dimension 

ambivalence）這兩種概念。其中，構面內的雙歧意指在同一評量構面（如：

正向、負向）中的雙歧，同時存有正、負向評價。其測量的方式多以 Kaplan

（1972）所發展的衝突反應模式（conflicting reaction model ,簡稱 CRM）

為代表： 

 

構面內的雙歧 = （優勢反應 ＋ 衝突反應）-（優勢反應 – 衝突反應） 

             = 2 × 衝突反應 

 

Kaplan（1972）是雙歧態度研究的先驅學者之一，他將雙歧態度視為

兩個獨立的因素組合，包含正、負評價。並依照正負評價的高低分來區別

優勢反應與衝突反應，較高分的為優勢反應，較低分的為衝突反應。以「死

刑」為例，四點量表，甲乙丙丁分別是不同的施測對象，為方便討論，先

假定正向評價分數都是優勢反應，負向評價分數為衝突反應。由表 2-4 可

知，若對死刑所持的正負向態度強度最強且相同時，有最大的衝突與矛

盾，此時構面內雙歧態度的分數最高，以甲為例。乙和丙之間最大的差距

在於丙包含了正負向評價的消長，進一步導致雙歧分數的落差。若由

Bargh，Chakien，Govender 和 Pratto(1992)所認為的雙歧態度，是一種正

負向評價間的衝突競爭，那麼上述的公式就更好理解了。 

 

另外 Thompson，Zanna 和 Griffin(1995)使用相似強度模式（simi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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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sity model ,簡稱 SIM）來計算雙歧態度分數，如下所示： 

 

Ambivalence＝（優勢反應＋衝突反應）/ 2 – (優勢反應 – 衝突反應) 

≒ 3 × 衝突反應 - 優勢反應 

 

這個 SIM 公式與 CRM 最大的不同在於 SIM 公式將優勢反應列入雙歧態度

分數中，優勢反應的考量將更能突顯出雙歧態度的核心概念，以下將針對

計算公式來做不同做條件下的比較（參考表 2-4）。（1）若優勢反應相同，

則雙歧分數會隨著衝突反應而增加，以乙丙為例，乙較丙對死刑感到衝

突，因此雙歧態度分數較高。在 CRM 與 SIM 公式中，乙的雙歧分數都較

丙的高，但就分數的差距來說，SIM 所形成的差距較大，較容易凸顯評價

上的不同。（2）若衝突反應相同，則雙歧分數會隨著優勢反應的增加而降

低，以丙丁為例，丁對死刑有較正向的評價，因此丁的雙歧分數會較丙的

低，若以 CRM 的公式計算，則丙丁的雙歧分數是相同的。（3）若優勢反

應與衝突反應相當時，雙歧分數為最高，以甲乙為例，此時，採用 CRM

與 SIM 計算的結果是相同的。若以雙歧態度的核心概念：優勢反應與衝突

反應之間的競爭，再比較 SIM 與 CRM 之差別，會發現 SIM 同時考量了優

勢反應與衝突反應的分數，因此本研究將採用 SIM 作為雙歧態度分數的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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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構面內雙歧態度的例子 

對象 甲 乙 丙 丁 

優勢反應 4 3 3 4 

衝突反應 -4 -3 -1 -1 

CRM 2 × 4 = 8 2 × 3 = 6 2 × 1 = 2 2 × 1 = 2 

雙歧態度 

的解釋 

很正向 

也很反向

有正向也

有反向評

價 

正向評價

較 

反向評價

強 

很正向評價 

SIM 3 × 4 – 4 = 

8 

3 × 3 – 3 = 6 3 × 1 – 3 = 

0 

 3 × 1 – 4 = -1 

 

    

除了構面內的雙歧態度，構面間的雙歧態度也有相關探討。跨構面的

雙歧態度則是指在不同構面中的雙歧。例如： 尊敬 vs.喜愛。你可能尊敬

某人，但卻不喜愛他（MacDonald ＆ Zanna ， 1998）。測量的方式以 Bell， 

Esses 和 Maio（1996）所沿用的： 

 

跨構面的雙歧 =∣A∣+∣B∣-∣A+B∣ 

 

其中，A 為某一構面的淨喜好（Ap+An：Ap 為正向評價；An 為負向評價）；

B 為另一構面的淨喜好（Ap+An）。以「對上司的評價」為例，同樣是四點

量表，A 為喜愛的態度構面，B 為尊敬的態度構面，甲乙丙分別為不同的

下屬。由表 2-5 可知當構面內的評價拉大時，易提高跨構面的雙歧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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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跨構面雙歧態度的例子 

下屬 甲 乙 丙 丁 

不同構面的態度 喜

愛 

尊

敬 

喜

愛 

尊

敬 

尊

敬 

尊

敬 

喜愛 尊敬

正向評價分數(Ap) 1 4 4 2 2 2 1 1 

負向評價分數(An) -4 -1 -2 -4 -4 -4 -4 -4 

淨喜好(Ap+An) -3 3 2 -2 -2 -2 -3 -3 

跨構面的雙歧態度分

數 

3+3-0=6 2+2-0=4 1+2-4=-1 3+3-6=-2 

跨構面的雙歧態度 

解釋 

很不喜歡 

卻很尊敬 

喜歡卻 

不尊敬 

不喜歡也 

不尊敬 

很不喜歡

也 

很不尊敬 

 

另一種雙歧態度分類則是以時間的尺度作切割。Stocker(1990)曾對歷

時的(dischronic)與同時的(synchronic)雙歧態度做一區隔，來反映評價的易

變(inconstancy)與不一致(inconsistency)。然而，歷時的雙歧更相似於態度

多變性的概念，是一種隨時間而搖擺不定的態度；同時的雙歧則共同經歷

了正負向評價。一般研究所採用的雙歧態度多意指同時的雙歧。 

 

本研究所採用的概念則屬構面內的雙歧、同時的雙歧，主要是因為研

究議題「瘦身」本身就能引發相當多正、負評價，如同第一章所述，瘦身

包含了甩掉脂肪與感官享受這兩種完全對立的動機，是正負評價相當競爭

的狀態，是一種同時存在的狀態。另外，過去沒有研究顯示瘦身議題的不

同態度構面，因此本研究先針對瘦身議題作構面內雙歧的測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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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雙歧態度的前置條件 

 

在瞭解雙歧態度的基本概念後，也許會質疑「每個人都是這樣搖擺不

定、無法形成單一態度嗎？」事實上，並不是所有人都容易形成雙歧態度，

它存在著某些前置條件與情境刺激。Thompson 和 Zanna（1995）的研究

發現了雙歧態度與某些人格變項之間有關連，高雙歧態度與低認知需求

（need for cognition）、高個人犯錯恐懼（personal fear of invalidity）之間有

連結，認知需求高的人，不容易引發雙歧態度；個人犯錯恐懼高的人，容

易引發高雙歧態度。另外 Hänze 與 Kassel（2001）也發現相較於行動傾向

（action orientation）而言，保守傾向(state orientation)中的猶豫成份與雙歧

態度有關，因為：猶豫的人們較不易形成清楚的態度，會顯示出更多的雙

歧、矛盾與不易立即作出決策等相關的行為。 

 

此外，Nweby-Clark，McGregor 和 Zanna(2002)以潛在雙歧與感覺雙

歧作為認知失調的再解釋。他們認為雙岐這個概念也是一種認知失調的狀

態，會透過不同的人格變項來調節這種失調的感受。所謂的潛在雙歧是一

種可能存在的雙歧狀態，是藉由單一向度的配對問句測得，就是 Kaplan

（1972）所發展的配對問句；而感覺雙歧是以自我報告（self-report）的方

式測量。其中，當潛在雙歧是可及時，會引發感覺雙歧，而這種雙歧的感

覺會經由對一致性的偏好（preference for consistency）來調節失調的實質

感受。所謂的潛在雙歧是一種經由操弄的情境，例如受試者填答了關於死

刑與墮胎這兩種爭議性議題的單向度問題後（包含正面與負面兩種評

價），會引發（tap）受試者對於死刑與墮胎的雙歧態度，進一步實質感受

到雙歧，這時候潛在雙歧與感覺雙歧間的關係會受到同時可及性

（simultaneous accessibility，是一種刺激上的聯想，若正負向評價的同時

聯想度越高時，較容易感覺到雙歧）的調節而變得凸顯。當雙歧態度變得

凸顯之後，對一致性的偏好會調節受試對雙歧的感受。當受試者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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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高時，較容易感受自身的雙歧。本研究的雙岐態度是屬於「潛在雙岐」

的概念，因為不是所有人都能實質的感受到雙岐，雙岐的感受會受到一些

人格變項的調節影響。 

 

總結來說，雙歧態度的前置條件包括了：認知需求、個人犯錯恐懼、

保守傾向與一致性偏好等因素。這些前置條件都屬於人格變項，是一種傾

向，因此無法判定究竟是誰影響誰的因果關係，可能只是互相影響的關

係。接下來，將探討雙歧態度所影響到的層面與結果。 

 

 

四、雙歧態度的影響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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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也有學者做出相似的結果（Armitage ＆Conner， 2000）。

另外，MacDonald 和 Zanna（1998）以甄選情境驗證雙歧態度所造成的影

響發現：應考官對女性主義者（feminist）持有跨構面雙歧的人，易受到促

發（priming）的影響。若接受正向促發則較喜愛應徵者，也較易雇用她，

而無雙歧者則無此效果。相較於構面內的雙歧，持有跨構面雙歧者容易極

化評論。另外，Lavine ， Thomsen， Zanna 和 Borgida（1998）則檢驗

情感與認知的雙歧，如何調節（moderate）個體的整體態度與行為，使用

連續 4 年（1980、1984、1988、1992）總統大選調查資料，發現相較於認

知影響，情感在雙歧結構中顯著效果:若選民擁有衝突的認知與情感，那麼

情感有主導的影響力。 

 

從雙歧態度的概念、操作型定義可知，瘦身減肥這個議題是很容易引

起人們的雙歧態度，也因雙歧態度與過往的單一態度有所區別，較具複雜

性、動態性，在態度與說服之間的連結也與過往有所不同，下一節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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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歧態度在進行資訊處理時的運作機轉？它是一種高度動機投入、是一種

失調情境、是正負態度間的抗衡，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究竟會採取何種因應

措施？某些証據顯示雙歧態度會引發負向的情緒反應與不安全感，進而藉

由極化態度來降低不舒服( Jonas， Diehl & Brömer， 1997; Maio， Bell & 

Esses， 1996)。因此，這種態度元素間的衝突會引發人們去尋求資訊解決

失調。那麼，當持有雙歧態度的人們在面對說服性溝通時，何種資訊的呈

現能幫助他們降低失調、極化態度？這些問題值得做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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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說服模式與廣告效果 

 

    由於雙歧態度的動態性結構與過去單一構面的態度不同，這種正負向

評價共存的狀態使得人們的行為表現難以預測，因此，在進行態度改變的

說服性溝通時，也不同以往。雙歧態度最大的特點在於正、負向評價的競

爭，是一種勢均力敵的狀態，究竟需要何種資訊的呈現才能幫助他們解決

窘境、做出決定？以下先對態度說服理論作精簡的介紹，而後再針對雙歧

態度的說服模式作深入的探討。 

 

壹、說服模式 

     

一般對說服的觀點不外乎是：「各種足以使人產生原本不會出現改變

的各項心理動力（psychological dynamics），包含了：影響、控制、順從、

態度改變等。」（Robert Levine ， 2002/ 2003）。由此可知說服的範疇相當

廣泛，也多元，在本研究中，著眼於雙歧態度的動態性與競爭性，將針對

「態度改變」此一範疇詳加說明之。 

 

在說服的研究領域中，莫過於 1950 年代 Hovland 所做的一系列經典研

究，他提出了一套說服過程模式（參考圖 2-2）。由圖 2-2 可知，影響態度

改變的前置因素大致可分為「外在刺激」與「接收者」這兩大部分。如同

傳播中的名言「Who says what to whom」，其中 who 表示訊息的來源或溝

通者；而 what 則是指溝通的訊息內容或溝通的情境；而 whom 就是訊息溝

通對象，也就是接收者。 

 

一、外在刺激 

早期的說服研究以「外在刺激」作為主要的探討對象，多著重於外在

刺激的改變如何影響說服歷程與結果。其中「溝通者」可再細分為「可信



 - 32 -

度」（credibility）、「喜愛度」（likability）與參照團體（reference group）這

三部分。其中可信度的效果研究以 Hovland 和 Weiss(1952)的經典報告最

為人熟知，以抗組織胺藥物為例，傳播來源分別由較具可信度的「新英格

蘭醫學期刊」與普眾化的月刊報導抗組織胺的訊息，結果發現「新英格蘭

醫學期刊」的溝通較具說服力。 

 

外在刺激           接收者          中間歷程              反應 

 

 

   

  

   

                                                         

 

                                   

                         

                             

                                                                                     

 

   

圖 2-2：說服過程之模式 

資料來源：社會心理學（p.237）， Shelly E. Taylor ， Letitia Anne Peplau &  

David O.Sears，1997/1999，張滿玲譯，台北：雙葉出版。 

 

在喜愛度方面，人們容易被自己喜愛的對象說服，而喜愛度通常是由

於相似性或外表吸引力所導致。相似導致喜愛，這點在人際吸引力方面也

多有研究。具有外表吸引力的成員要求其他學生填答問卷的比率為 41%，

預先告知 
分散注意 

涉入 

免疫 

人格 

訊息學習 

情感轉移 

一致性機轉

反駁 

 態度改變 

貶低訊息來源

扭曲、掩蓋訊

息 

可信度 
喜愛度 
參照團體 

訊息差距 
論點強度 

情境 

傳播訊息 

溝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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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不具外表吸引力的成員高出 9 個百分點( Chaiken， 1979)。這也可

以說明為何廣告要邀請明星、運動球員、政治人物、具吸引力的模特兒等

令人喜愛的對象作為代言人的功能，因為人們容易被自己喜愛的對象說

服。 

 

人們通常會選擇自己喜歡或認同的團體作為參照的對象，而往往喜歡

與認同就能達到某種程度的說服。Mackie(1987)對同一所大學的學生，給

予不同的溝通訊息，最大的不同在於附加說明某論點是同一所大學學生所

認為的，其餘沒有附加說明，結果發現，參加者態度改變的方向與他們同

儕所支持的立場相同，無論支持的是哪一方的立場。 

 

傳播訊息的本身也具有相當影響力。首先，傳播訊息與接收者本身具

備的訊息差距就會產生壓力來改變態度，訊息差距與態度改變的關係是 U

型關係，當訊息差距過大或過小時，態度改變的量最少，只有在中度訊息

差距下，態度改變的量最多。另外，在論點強度方面，可預測的是強論點

造成的態度改變較多，但後續研究（Petty & Cacioppo， 1986）則發現，

在接收者專心且認為議題重要時，強論點容易說服他們；反之，當接收者

處於分心狀態，且認為議題事不關己時，弱論點反而有好效果。 

 

傳播的情境也是重要的考量因素。當人們在接收訊息之前被告知此溝

通訊息與其立場矛盾或有差距時，人們較會抵抗該訊息的說服，這就是所

謂的「預先告知」情境。而另一種影響說服效果的情境則是「分散注意」，

主要適用的情境在於個人較熟悉、動機較高或與個人觀點差異較大的態度

上，分散注意力能增加其說服力：反之，對於個人較不熟悉的態度，分散

注意較不能增加說服力。分心的主要機制在於它會干擾思考、反駁的過

程，進一步達到說服效果。上述「傳播訊息」與「情境」這兩者都說明了

對「接收者」狀態的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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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收者 

接收者的狀態大致可分為「涉入」、「免疫」、「人格」這三大項，其中

「涉入」是一種個人的攸關性與重要性，當涉入越高時，會採用更精細的

思考模式來處理訊息，這時著重於訊息的論點強弱。「免疫」則是一種預

防注射的概念，當人們在接收訊息之前，先針對原先支持的立場稍加攻

擊，再提出反駁此攻擊的論點，將有助於個人抵抗其他說服訊息。「人格」

則包含了更多變項，其中自尊低的人比自尊高的人容易被說服；聰明的人

比較能抗拒說服等。 

 

在接收者研究中，最著名、也最被廣為利用的理論為 Petty 與 Cacioppo

（1986）所提出的推敲可能性模式（elaboration-likelihood model ， 簡稱

ELM），它探討了在人不同的狀態下，會採用不同的訊息處理途徑，進一

步影響態度的形成或改變。模式如下（參考圖 2-3）： 

 

 

                                    

 

 

 

 

 

圖 2-3：說服的雙路徑 

資料來源：Social Psychology（p.190）， Sharon S. Brehm ， Saul M. Kassin 

& Steven Fein (2002)， copyright by Houghton Mifflin. 

 

  圖 2-3 中訊息來源如同 Hovland 說服歷程模式中的外在刺激。而訊息

說服與否 
訊息來源 

能力與動機皆高 

不分心、認知慾望強

能力與動機皆低 

易分心、認知慾望弱

中央途徑 

邊緣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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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則依此架構可分為中央途徑（central route）訊息與邊陲途徑(peripheral 

route)訊息。中央途徑的訊息不外乎是強論點、高論點品質、重點在於論點

內容；反觀邊陲途徑的訊息則著重於論點數、論點來源、說服的情境等表

面效果。但這不表示只有走中央途徑才容易達到態度改變，這兩種途徑可

能都有效果，重點在於接收者的狀態！然而，若需考量態度改變的持久

性，那麼透過中央途徑造成的態度改變較邊陲途徑持久，也更能表現出態

度與行為間的一致性，更能抵抗反對立場的論述（Chaiken，1990）。那麼

當「接收者」的狀態屬於曖昧不明、矛盾不已的雙歧態度時，何種途徑會

達到較佳的說服效果是本研究所重視的。 

 

 

三、雙歧態度的說服歷程與說服訊息 

 

Miao，Bell 和 Esses(1996)曾針對移民議題的雙歧態度進行說服的歷程

時發現，持有雙歧態度的居民會傾向以系統化的處理歷程，當論點品質高

時，也會較同意、接受移民且其對移民者會展現較佳的態度。在 Jonas，

Diehl 和 Bromer（1997）的研究也發現，雙歧態度會降低個人對此議題的

信心水準，而實際信心水準若與個人所需的信心水準差距過大時，個體會

採行系統化、精緻性的處理來增加、強化、彌補認知差距。雖然在雙歧態

度與說服之間的關連性仍不明確，也少有論述提及，在研究上仍有待探

討。但若順著本研究的邏輯可推論，雙歧態度是一種認知失調的狀態，它

會引發人們心理上明顯的不舒適感、造成心理上調適的壓力，進而努力尋

求資訊來解決這種失衡的狀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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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研究中，預期雙歧態度會引發系統性的處理歷程來降低失調的情

境，並且容易極化態度來降低雙歧程度。態度對象為瘦身議題，因此，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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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訊息將採取廣告的形式呈現，主要原因為廣告是一種說服性溝通，而廣

告也往往是消費者獲取訊息的主要管道，因此以下本研究將針對不同的瘦

身產品編寫不同強弱論點的廣告訊息作為研究刺激。 

 

貳、廣告效果 

 

如何衡量廣告效果一直是廣告與行銷範疇的研究重心，因為廣告是一

種說服性溝通，溝通的目的在於接收者瞭解發訊者所欲傳達的訊息，並給

予適當的回應，「回應」就是廣告效果的衡量。一般而言，廣告效果大致

可分為銷售效果及溝通效果，銷售效果即是以廣告產品的銷售量作為廣告

效果指標；溝通效果則涵蓋了廣告態度的形成或改變的過程，通常是以閱

聽人或消費者對廣告所持有的態度進行測量。在本研究中，是以廣告作為

訊息呈現的材料，廣告商品為瘦身產品，並企圖藉由瘦身廣告來瞭解消費

者或閱聽人對瘦身議題是否會改變原先持有的態度。本研究中的廣告產品

為虛擬產品，因此無法以廣告產品的實際銷售量做為廣告效果的指標，本

研究所採用的廣告效果有三，分別是廣告態度、產品態度與瘦身態度。 

 

一、廣告態度 

廣告態度指的是對廣告本身的看法或評價。在廣告的溝通效果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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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l）最為廣泛運用，層級效果模式認為廣告的溝通效果通常會經歷知

曉、理解、喜愛、偏好、意願、行動，其中知曉與理解屬於認知層面，是

一種閱聽人對廣告傳遞訊息的理解程度；喜好、偏好屬於情感情面，是閱

聽人在觀看過廣告後，對廣告所產生的情緒或喜好；意願與行動屬於行為

層面，通常意旨消費者的購買意願或購買行為。因此，在測量廣告效果時，

將包含認知、情感與行為層面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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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品態度 

    產品態度是衡量受試者在觀看過廣告後，對廣告產品所持的評價。理

論上一個好的廣告會帶動該廣告產品的買氣，而增加銷售量，這是叫好又

叫座的廣告效果。但實際上往往是好的廣告並沒有達到預定的銷售量，叫

好不叫座；差的廣告卻有傲人的銷售佳績，不叫好卻叫座；甚者，廣告是

不叫好也不叫座。姑且不論本研究所編制的瘦身廣告是屬於上述哪一類

型，在測量廣告效果時，對產品的態度也必須列入考慮。 

 

三、瘦身態度 

既然廣告是說服性溝通，那麼在消費者或閱聽人接受廣告刺激後，原

先對議題所持有的態度是否有被廣告說服也是個重要的指標。本研究的態

度議題是瘦身，希望藉由不同訊息內容的瘦身廣告來改變消費者或閱聽人

對瘦身議題的態度，因此，本研究另一個重要的廣告效果指標便是瘦身態

度的改變。在正式研究時，會先請受試者填寫他對瘦身議題的整體態度，

接著在觀看過廣告刺激後，依序填答對廣告、產品及瘦身的態度，此時，

瘦身的前後態度差異將作為廣告效果的衡量指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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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瘦身、雙歧態度、說服歷程之關係 

 

本研究所關注的焦點有三：瘦身議題、雙歧態度與說服歷程。瘦身議

題在近年來引爆的商機與爭議不斷，那麼瘦身活動的主要目標群—女性，

對瘦身議題所持的看法又是如何？是一種正向積極的態度，或是負向消極

的抵抗？抑或是一種正負向評價競爭的局面？根據一些女性對瘦身活動

的經驗可知，瘦身往往需要控制飲食、多運動、花錢花時間，但瘦身又能

帶來健康、自信與美麗，所以是一種正負向的競爭，因此，本研究導入了

雙歧態度的概念。 

 

過去的態度研究多著眼於單一向度、單一構面的定義，也引發了許多

對於說服的系列研究。所謂的說服就是態度的改變，心理學家對於人類態

度的形成與改變一直存有高度的興趣，因為態度一直被認為是行為的指

標，若能掌握態度傾向，便能預測行為表現。因此態度應用的範疇相當廣

泛，凡舉選前的民意調查、產品的市場調查、政策的滿意度調查……等，

都是在測量人們的態度。 

 

那麼當態度居中、游離、曖昧不明時，行為的意圖就不容易預測。有

相當多的議題是不容易令人做決定的，例如：墮胎、死刑、政府政策等，

這些議題常常參雜著正負向評價皆強烈的觀點，常常混和著難以取捨的優

缺點，這就是雙歧態度的核心概念。本研究認為瘦身對大多數的女性來說

是一種雙歧態度，因為瘦身意味著妳必須少吃一點、多動一些；瘦身意味

著變美麗的誘因與可能傷身的副作用；瘦身意味著自信、健康與受騙上當

的風險，瘦身對現今的女人來說，是一個複雜的態度，參雜著正負評價的

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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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瘦身議題所引發的雙歧態度 

 

媒體和社會一直是形塑價值觀的主要管道，一個是具體的傳播工具，

另一個則是無形的涵化，這兩個管道並不是相互獨立、消長，而是相互影

響、增強彼此。瘦身議題在父權主義的孕育下，媒介傳播的灌溉下，已經

成為女性所關注的焦點議題之一。 

 

Myers 和 Biocca(1992)指出經過三十分鐘的電視節目與廣告後，會改

變女性對身體意象的知覺。Lee(2001)的研究更指出廣告會促使閱聽人去與

商品呈現的模特兒作比較，進而相信藉由使用此商品也能達到相同的效

果。廣告的功能不再只侷限於增加銷售量、形塑企業形象、打造品牌性格

等功能，它成了一種訊息告知的管道，藉由龐大的廣告量來形塑閱聽人對

世界的認知，瘦身廣告對女性的影響尤其深厚。 

 

林宇玲（1996）認為美體瘦身廣告是閱聽人吸收關於身體知識的來

源，而其中的廣告影像與論述充滿窈窕的身體觀，窈窕的身體不是天生

的，而是社會建構的。世上並沒有所謂理想的體重，它誕生於大部分女性

對自身身材的焦慮，而美容瘦身廣告則加深了女性無法達到標準身材的焦

慮（孫秀蕙， 1995）。瘦身廣告所引起的焦慮不僅止於女性對標準身材的

焦慮，它所引起的焦慮也使得女性對瘦身感到矛盾不已，因為瘦身意味著

某些飲食上的控制、活動量的增加；瘦身成功會伴隨著美麗、有自信；瘦

身很容易開始，也很容易失敗，瘦身本身就是一件矛盾不已的活動，參雜

著正面與負面的評價。 

 

   不論是社會文化或是媒體形塑，女性對瘦身的焦慮、矛盾一再凸顯，這

些矛盾混和的評價是很容易引起雙岐態度的展現。所謂的雙歧態度是一種

動機間的衝突、對立，同時包含了對某事物的正向與負向評價，是一種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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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失調的狀態，它會促使人們解決失調，極化態度來使自己好過。因此，

在雙岐態度被凸顯的情況下，人們是一種高度動機投入的狀態，他們會尋

求論點品質高、論點強的訊息來協助自己解決失調，產生態度的改變

（Miao，Bell ＆ Esses，1996）。 

 

在面對持有雙岐態度的人們，著眼於他們的矛盾不已、曖昧不清，其

實是很難預測他們態度改變的方向與行為意圖之間的連結，但這種高度動

機投入的狀態是可以預測他們喜愛的訊息類型。依 ELM 模式所預期，動

機高的人們會遵循中央途徑的訊息處理模式，著重在論點強弱與品質上；

反觀動機低的人們往往採用邊陲途徑的訊息處理模式，著重於某些情境、

代言人、特價等與產品無關的訊息上。 

 

 

貳、雙歧態度的說服歷程 

 

過去針對雙岐態度的說服研究並不多，Miao et. al., （1996）曾針對移

民議題作為雙岐態度的態度對象，發現對少數族群持有雙岐態度者較容易

執行系統性、精緻化來處理說服訊息，也較容易被強論點所說服，這點與

ELM 的預測相同。在本研究中，預測雙岐態度高的人會引發高度動機，進

一步執行系統性的訊息處理歷程，並且容易被強論點所說服；雙岐態度低

的人所持有的低動機，則容易引導他們遵循邊陲性的訊息處理歷程，並且

易被弱論點所說服。 

 

總結而言，本研究將採用 ELM 模式中所預測的高動機引起中央途徑

的訊息處理；低動機遵行邊陲途徑的訊息處理，因此，高雙歧所引起的高

動機會讓人會採行中央途徑的訊息處理方式；低雙歧的相對低動機會使人

遵循邊陲途徑的訊息處理方式。雙歧態度在本研究中是一種屬性變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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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節廣告訊息對廣告效果的影響，也就是對瘦身持有不同程度雙歧態度的

人，在觀看過不同的廣告訊息後，會影響廣告訊息所產生的廣告效果，本

研究架構如圖 2-4 所示。 

 

 

 

 

 

 

                      圖 2-4：研究架構圖 

 

由圖 2-4 可衍生出本研究的主要問題與假設。 

研究問題一：瘦身廣告的強弱訊息是否會影響廣告效果？ 

H1-1：透過強論點的廣告訊息，人們會對廣告態度有較佳的評價。 

H1-2：透過強論點的廣告訊息，人們會對瘦身產品有較高的評價。 

H1-3：透過強論點的廣告訊息，人們會對瘦身態度有較好的評價。 

研究問題二： 

對瘦身議題雙岐態度的高低是否會影響廣告效果？ 

H2-1：雙岐態度高的人，會對廣告態度有較佳的評價。 

H2-2：雙岐態度高的人，會對產品態度有較高的評價。 

H2-3：雙岐態度高的人，會對瘦身態度有較好的評價。 

研究問題三： 

瘦身廣告的訊息強弱是否會因雙歧態度的高低，而影響廣告效果？ 

H3-1：廣告訊息的強弱會透過雙岐態度的調節來影響廣告態度。 

H3-2：廣告訊息的強弱會透過雙岐態度的調節來影響產品態度。 

H3-3：廣告訊息的強弱會透過雙岐態度的調節來影響瘦身態度。 

廣告訊息 

強、弱 

對瘦身的雙歧態度

高、低 

《廣告效果》 

廣告態度 

產品態度 

瘦身態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