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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有兩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是釐清以頻率或機率方式呈現訊息

與風險知覺的關係，探討這兩種不同訊息呈現的方式如何影響風險知覺的評

估；第二個目的在探討事件自我相關程度的高低，是否會促使人們採用不同

的訊息處理方式，而造成對事件風險知覺的評估有所不同。因此，首先本研

究將探討訊息呈現方式對風險知覺的影響。接著，本研究將從個別差異的角

度來看事件自我相關程度與風險知覺的關係，並說明事件自我相關程度如何

引發不同的認知處理歷程，而產生不同的風險知覺。  

訊息呈現方式對風險知覺的影響 

過去傳統判斷與決策的研究常排除問題的脈絡(context)對問題知覺、可能

結果與決策方法使用的影響，而這樣的忽略可能會使受試者的回答有所偏

誤。在 Fischhoff (1996)的研究中，他採用曾使用於成人的實驗來重複驗證青

少年的風險行為，研究結果顯示青少年與成人有類似的反應模式。然而青少

年於現實世界的風險行為似乎並非是如此。即使 Fischhoff 盡力簡化問題以排

除受試者因問題脈絡產生的影響，但前後實驗結果如此類似，以致於讓人不

得不懷疑是否實驗所使用的方法反而塑造了訊息。Payne、Bettman 和 Johnson 

(1992) 也認為脈絡對決策有相當重要的影響。許多研究者亦開始探討哪些脈

絡成分會影響決策情境，以及為何某些脈絡成分比起其他成分有更大的關

連。以下將從訊息呈現方式，來說明脈絡如何影響風險知覺的判斷，包括「框

架效果」與「頻率或機率的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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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效果 

實驗刺激所引發的脈絡關係會形成框架，而框架效果則是由於訊息呈現

的方式不同，使得兩個完全相同的決策問題在評估時，出現了偏好反轉的現

象。根據 Kahneman 和 Tversky 於 1979 年進行的研究結果顯示，決策歷程中

的框架編排階段，包含了對決策選項、後果與發生可能性的初步分析，以及

將所有決策後果對應成輸贏結果的歷程(Kahneman & Tversky, 1979)。而之後

Tversky 和 Kahneman 於 1981 年的研究更將對決策選項的描述納入框架編排

的範圍內(Tversky & Kahneman, 1981)；此處所指的「描述」並不會改變決策

線索(cues)的價值，而是更改了判斷決策線索的參考點(reference point)位置。 

最初針對框架效果進行的研究是 Tversky 和 Kahneman (1981)的亞洲疾病問

題，然而時至今日，也有越來越多研究證明框架效果的影響。例如，Edwards、

Elwyn、Covey、Matthews 和 Pill(2001)回顧框架效果和其他呈現風險訊息的方式

對病人風險知覺選擇的影響，結果顯示，在「失去」框架下的訊息（例如：強調

未能早期發現皮膚癌的風險）較「獲得」框架下的訊息（例如：強調早期發現皮

膚癌的好處），更能增進參與者對自己的風險知覺，更加關心皮膚癌(Rothman, 

Salovey, Antone, Keough, & Martin, 1993)。當風險訊息以數字而非語文方式呈現

時，病人的知識增加，但也愈加小心，降低接受治療的意願(Fetting et al., 1990)；

不過，Welkenhuysen、 Evers- Kiebooms 和 d'Ydewalle (2001)的研究卻發現，框架

效果在語文方式呈現機率訊息下，才會有較強的負向框架效果，亦即以語文呈現

時，參與者在負向框架下較正向框架下，更容易接受產前檢查。Kuhn (1997)的研

究亦顯示，負向框架情況下，參與者較喜歡以糢糊(vague)方式呈現機率訊息，而

語文方式呈現機率訊息正是一種糢糊的表達方式。另外，治療方式以相對的降低

風險訊息方式呈現，較某一治療方式以絕對的降低風險訊息方式呈現，更能說服

病人接受治療(例如 Sarfati, Howden-Chapman, & Woodward, 1998)。然而，給予個

案或統計的風險訊息，前者並未如預期能顯現更好的說服效果(Rook,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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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或機率的呈現方式 

風險溝通訊息的呈現方式，可以用頻率或機率的方式來表達，例如：「每

100 個得某種疾病的人，有 1 個會死亡」是以頻率的方式呈現；而「因某種

疾病而死亡的可能性是 1％」是以機率的方式呈現。 

Gigerenzer 和 Edwards (2003)認為以機率的方式呈現，並非人們日常生活

所常用、較直覺的表達方式，因而可能會產生無效的風險溝通。這些以機率

呈現的形式，包括：1.單一事件機率；2.相對風險；3.條件機率： 

1. 單一事件機率：以單一事件機率的形式進行風險溝通，其描述的方式為

「風險事件發生的可能性為 X％」。例如：「明天有 30％的機會下雨」是

一個單一事件機率的描述，這樣的描述並沒有將事件所指的類別具體

化。因而以數字機率呈現的訊息，可能使大眾對這個描述有多種解釋。

Gigerenzer、Hertwig、Broek、Fasolo 和 Katsikopoulos (2005)隨機調查了

五個不同國家地區的民眾，包括 Amsterdam, Athens, Berlin, Milan 與 New 

York，受試者被詢問「明天有 30％的機會下雨」可能的意思為何。結果

發現只有 New York 地區的民眾大部分符合標準氣象學的解釋，亦即像

明天這樣的天氣，十天中有三天會下雨。其他的解釋包括有 30％的地區

會下雨、30％的時間會下雨。 

2. 相對風險：「超過 30 歲的女人被告知接受乳房檢查能降低因乳癌死亡

的風險 25％」、「在高風險團體的女人被告知某種切除術可以降低死於

乳癌的風險 80％」，類似這樣的呈現即為相對風險降低(relative risk 

reduction)的形式。雖然實際的狀況是 1000 個未接受檢查的女人中，會

有 4 個在 10 年內因乳癌而死亡；而 1000 個接受檢查的女人中，會有 3

個在 10 年內因乳癌而死亡，而僅有少數的病人真正瞭解「降低 25％的

風險」所指稱的是 1000 人中僅有一個因接受檢查而被救活。以相對風

險的方式呈現，可能會誇大檢查的功效，而使這樣的檢查變得很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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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條件機率：表示一個檢查真正能偵測到疾病的機會，最常用的是條件機

率。例如：「如果一個女人得了乳癌，則乳房掃瞄檢查結果為陽性的機

會有 90％」。而這樣的呈現方式常會被許多醫生和一般人誤解為「如果

一個女人乳房掃瞄檢查的結果為陽性，則她得乳癌的機會有 90％」。亦

即在「B 事件下發生 A 事件」會與「A 事件下發生 B 事件」混淆。另外，

條件機率的呈現也可能會使人們將在「B 事件下發生 A 事件的機率」與

「A 事件和 B 事件同時發生的機率」混淆。 

Gigerenzer 和 Edwards (2003)認為這三種呈現方式所造成的混淆有一部份的

原因來自於參照類別。參照類別是決定哪一個線索可以用來當作機率判斷的線

索以及線索的有效程度。例如對「德國城市的人口多寡」而言，足球隊是一個

有效的線索，亦即該城市是否擁有德國 18 個職業球隊中的一個。在一個有足球

隊的城市，人口多的可能性較高(Gigerenzer, Hoffrage, & Kleinbolting, 1991)。 

單一事件機率的呈現方式會使得參照類別可能有多種解釋；條件機率的

呈現方式，例如疾病檢查的準確率(在有得病的情況下，檢查結果為陽性)與實

際狀況(疾病的發生率)所指稱的參照類別不同，使得人們在做心理上的連結時

產生困難；而相對風險的呈現方式所指稱的參照類別常常與病人所屬的類別

不同，例如癌症死亡的病人類別而不是參加檢查死亡的類別。 

Gigerenzer 和 Edwards (2003)認為若要避免混淆，應該採用以自然頻率

(natural frequency)的方式來呈現訊息，這樣參照類別會比較清楚。他們以 48

個醫生為受試者，這些醫生的平均執業時間是 14 年，給予的資訊為癌症發生

率約 1％（p(癌症發生) = .001），敏感度約 80％（p(陽性｜癌症發生) = .80），

而誤判率約 10％（p(陽性｜未得癌症) = .01）。研究操弄不同的訊息呈現方式，

有一半的醫生接受以條件機率呈現的訊息，另一半則是以自然頻率的方式呈

現。研究結果顯示，當醫生被問到「一個乳房掃瞄檢查為陽性的女人真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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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癌的機率為何？」時，在條件機率組的答案，從 1％到 90％都有，而正確

回答的比率約僅有 8％；而在自然頻率組，大部分的醫生都很接近正確答案。

Gigerenzer (2002)以圖解的方式來說明為何當訊息以自然頻率形式呈現，人們

可以比較容易回答。當問題為「一個乳房掃瞄檢查為陽性的女人真的得乳癌

的機率為何？」時（p(癌症發生) = .008；p(陽性｜癌症發生) = .90；p(陽性｜

未得癌症) = .07），受試者只需要將檢查結果為陽性的人數為分母，分子為實

際得病的人即可得到正確的機率；而機率形式呈現則必須用貝氏定理運算方

能得到相同的結果（如圖 1）。  

 

 

圖 1 以自然頻率或機率方式呈現思考示意圖(取自 Gigerenzer, 2002) 

然而 Slovic、Monahan 和 MacGregor (2000)的研究並不認同這樣的看法，

他們認為機率與頻率的呈現方式確實有所不同，但不見得以頻率方式呈現對

評估或溝通風險是較佳的。在實驗三中，他們請精神科醫師在判斷精神病人

出院後六個月內會傷害他人的可能性，分別以頻率呈現方式或機率呈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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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病人的危險程度，則發現前者會導致較高的風險知覺。為何頻率的呈現

方式會有較高的風險知覺？Slovic 等人認為頻率形式會引發可得性捷思，使

得人們較容易想像出較多令人害怕的狀況，以致於會有較高的風險知覺。從

另一個角度來說，由於容易想像，較容易引發情感反應，因而頻率形式也促

使人們會以情感捷思的方式判斷，使得風險知覺較高。Keller、Siegrist 和

Gutscher (2006)的研究也得到類似的結果，他們操弄以頻率或機率的方式呈現

房子會遭遇水災的可能性，發現受試者對以頻率呈現方式的訊息比以機率呈

現方式有較高的風險知覺。 

可得性捷思法與風險知覺 

Tversky 和 Kahneman (1974) 首 先 提 出 可 得 性 捷 思 法 (availability 

heuristic)，其特徵為： 

人們以容易舉例或立即可以想到的方式，來估計事件發生的可能性或發生的

頻率。舉例來說，人們可能在估計中年人得心臟病的風險時，會依據記憶中所認

識的人得心臟病的狀況來衡量。(Tversky & Kahneman, 1974, p. 1127) 

可得性捷思使我們在判斷事件發生機率時，會從記憶中提取相似的範

例。越容易提取事件的範例，則評估事件發生的可能性越高。傳統可得性捷

思的例子，是 Tversky 和 Kahneman (1974)要求人們評估在英文字中，以 k 為

首的單字多還是 k 是第三個字母的單字多。儘管後者的個數較多，受試者傾

向相信以 k 為首的單字較多，這樣的結果可能是回想以 k 為首的單字較容易。

而在風險知覺的判斷上，曾經接受癌症敏感性基因測試的人，可能會高估癌

症的風險且低估包含基因測試的風險，原因在於回想癌症發病或致死的例子

比起回想與測試有關的風險容易(Peters, McCaul, Stefanek, & Nelso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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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性也會受到提取時情境的影響，例如一個人容不容易具體的想像一

個事件。舉例來說，若虛構肺癌可能藉由空氣擴散，具體想像該劇本的容易

性使得某些病人拒絕接受可能救命的手術，而能夠很快地想像自己得癌症的

人，可能會高估癌症的風險(O'Connor, 2003)。 

可得性在 Lichtenstein、Slovic、Layman 和 Combs (1978)風險頻率判斷的研

究中扮演一個關鍵的解釋概念。他們要求受試者判斷在美國各式各樣風險事件

的死亡率，包括車禍、中毒、肺癌……等等。頻率判斷會以兩種方式被引發：

第一個是配對的風險事件：受試者首先被要求說出兩個風險事件中哪一個死亡

率較高並評估較高的那一個事件是另一個事件死亡率的幾倍；而第二個方式是

要求受試者評估平均每年由於個人因素所造成的風險事件死亡率。 

在回顧相關的研究中，Slovic、Fischhoff 和 Lichtenstein (1982a)特別強調

「因為頻率較高的風險事件相較於不常發生的事件，容易被想像與回憶，因

而可得性是一個評估事件頻率的恰當線索」(p. 465)。然而可得性並不是一個

極簡單的線索，由於可得性仍會受到與事件頻率無關或甚至是負相關的因素

影響，例如不相稱的暴露(disproportionate exposure)、值得紀念的人事物與想

像力。舉例來說，一個人剛剛看了”Jaws”(Spielberg, 1975)這部電影，可能會

很容易想像被鯊魚攻擊而使得他高估被鯊魚攻擊的可能性。由於在記憶中事

件發生的頻率與可得性之間存在一些不一致，風險事件頻率的判斷可能有系

統上的失真。更具體的說，Lichtenstein et al. (1978)確認了兩個來自可得性捷

思的主要偏誤，第一個可能的偏誤是在評估風險事件致死率時，會高估低頻

率與低估高頻率的風險事件。風險事件真實發生頻率與受試者評估事件發生

頻率圖表示這個偏誤的效果，橫軸為風險事件真實的頻率，縱軸為受試者平

均估計的風險事件頻率，由圖可知，受試者對於較不常發生的事件（例如：

大腸桿菌中毒和龍捲風）的估計高於實際發生的頻率；而對於較常發生的事

件（例如：中風和糖尿病）則會有低估的現象。第二個可能的偏誤是對於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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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配對風險事件，受試者估計兩者致死率的比率與真實的比率有極大的差

異。例如車禍的致死率實際上只有糖尿病的 1.5 倍，但 Lichtenstein et al. (1978)

的大學部學生卻估計前者是後者大約 350 倍的發生率。 

 

圖 2 風險事件真實發生頻率與受試者評估事件發生頻率圖 

 (取自 Lichtenstein et al., 1978) 

可得性捷思之所以產生，Slovic、Finucane、Peters 和 MacGregor(2004)

認為是由於被記得的想像貼上情感標籤，因而他們認為可得性捷思與情感有

非常接近的關係。Lichtenstein et al. (1978)引用可得性捷思來解釋為何高估常

見事件的死亡頻率（如車禍、自殺）且低估不常見事件的死亡頻率（如糖尿

病、氣喘）。這個現象產生的原因可能是常見事件會引發較多的情緒反應，亦

即對常見事件是較有感覺的(sens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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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對風險知覺的影響 

Slovic et al. (2004)認為人們有兩種思考的模式：分析系統與經驗系統。分

析系統仰賴的是邏輯和證據，而經驗系統仰賴的是想像、比喻(metaphors)以

及敘述(narratives)，人們會運用對危險事件所產生的情感作為線索來評估危險

事件的機率。Slovic et al. (2004)利用這個架構來解釋為什麼對某些形式所呈現

的風險溝通較敏感，他們認為頻率形式的呈現會產生情感的想像，而這些情

緒滿溢(affect-laden)的想像會引發人們有較高的風險知覺，例如人們評估

10000 人中有 1286 人被殺的危險高於有 24.14％的人被殺(Yamagishi, 1997)。 

然而，若依照 Slovic et al. (2000)研究的結果來看，頻率方式呈現訊息的

風險知覺應大於機率呈現的方式，但 Gigerenzer 和 Edwards (2003)提到一個臨

床上的案例並非如此。在臨床上有一種治療憂鬱症的新藥叫做 Prozac，但是

這種藥存在可能會導致失去性趣的副作用。當醫師以「有 30％到 50％的機會

可能會有性方面的問題」這樣的描述告訴病人時，病人變得非常焦慮。若將

描述改成「每十個服藥的人，有三個至五個病人可能會有性方面的問題」，結

果病人的焦慮感減低。而這些研究結果不一致的狀況，可能來自事件自我相

關程度的差異。憂鬱症的病患所做的評估，與自身息息相關；而 Slovic et al. 

(2000)要求受試者判斷的，是一個與受試者無直接厲害關係的事件評估，事件

的後果並不會影響受試者。若分析其他類似研究中，受試者與判斷事件的關

係，亦可發現受試者並不須為判斷結果負責，這裡所指的負責是為真實世界

負責。例如 Purchase 和 Slovic (1999)以大學生為受試者，要求他們「想像」

自己喝了 70 年的水可能含有某種致癌的化學物質；Keller et al. (2006)則要求

受試者「想像」自己計畫要買一間房子。這些「想像」的作業可能因受試者

不須對判斷結果負責，而產生與憂鬱症病患所做的評估不一樣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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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年風險知覺研究開始關心個別差異對風險知覺的影響，而事件自我

相關程度這個個別差異的變項，可能是風險知覺在不同訊息呈現下，有時以

頻率方式呈現訊息大於以機率方式呈現訊息，有時並非如此的原因，以下將

針對事件自我相關程度與風險知覺的關係進行說明。 

個別差異與風險知覺 

早期風險知覺的相關研究主要從「心理計量派典(psychometric paradigm)」

的角度來探討。在這個派典中，強調的是影響風險事件判斷的風險特質為何

(Slovic, 1992)。許多的風險特質被證明是對風險判斷強而有力且具有可信度的

預測變項，但這個派典忽略了風險判斷的個別差異。因而後來的研究開始注

意到這個部分，舉例來說，Slovic (1999)將風險判斷的研究重心放在性別、種

族、收入、教育以及世界觀等變項上。 

近幾年來，越來越多的研究開始關心個體差異對風險判斷的影響。

Hellesoy、Gronhaug 和 Kvitastein (1998)成功的確認某些特質（如高焦慮）能

在危險的工作環境中區分高風險和低風險的知覺者。Myers、Henderson-King

和 Henderson-King (1997)則發現「渴望控制」與「忍受模糊度」的個別差異

對風險知覺與擔心科技風險事件而言是重要的預測變項。由這些研究可知，

風險知覺的判斷，有可能會因為個別差異而產生不同的評估結果。接下來將

從事件自我相關程度的個別差異，來看其對風險知覺的影響。 

事件自我相關程度與風險知覺 

許多研究顯示，事件自我相關程度會影響風險知覺的判斷。Johnson、

McCaul 和 Klein (2002)研究青少年的吸煙行為，結果發現吸煙者（高自我相

關）評估後果的風險高於未吸煙者（低自我相關），且類似的結果也發生在青

少年評估性行為的風險上。Rothman 和 Schwarz (1998)要求受試者評估心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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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己可能造成的傷害程度有多大，風險事件與個人的相關程度是依受試者

有無心臟病家族史來決定。研究結果顯示，低自我相關組（無心臟病家族史）

對心臟病的風險知覺小於高自我相關組（有心臟病家族史）。Ropeik (2002)以

美國 Washington 槍擊案為例，說明當風險事件與自身相關程度越高時，可能

會促使人們對於該事件的風險知覺越高。在槍擊案發生之後，居住於該地區

人們對槍擊事件感到相當害怕，尤其在一位 13 歲的小孩被槍殺之後，害怕的

程度升到最高，因為這表示兇手並無想殺害的特定對象。而 Kan et al. (2003)

在一篇關於 SARS 風險知覺的研究中亦發現，當風險事件與自身相關程度越

高，人們通常感到害怕恐懼，不管這種事件的危險性有多小。由於居住於相

同地區的人與個體或多或少都有一部份的相似或關係，一旦這些人當中有人

得到 SARS，會使個體感受到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脅，對風險的評估會隨之增

加，進而易感到擔心、害怕。 

事件自我關連程度的不同，可能引發不同的認知處理歷程。Chaiken (1980)

提出了捷思-系統性模式(Heuristic-System Model, HSM)來解釋這樣的現象。當

關連性高時，會引發系統性的處理歷程；而與事件的關連程度低時，則會引

發捷思法的處理歷程。例如 Rothman 和 Schwarz (1998) 要求受試者列舉 3 個

或 8 個可能會增加或減少心臟病風險的個人行為。對受試者來說，列舉 3 個

行為是容易的，但列舉 8 個行為則是困難的。研究結果發現，低自我相關組

在回憶 8 個可能增加心臟病行為的風險知覺低於回憶 3 個；而在高自我相關

組則相反，回憶 8 個可能增加心臟病行為的風險知覺高於回憶 3 個（見表 1），

顯示低自我相關組可能採用捷思法的策略來評估風險，回想 3 個行為是容易

想像的，因而風險較高；而高自我相關組則採用系統性的策略來評估風險，

因而回憶的數量與風險知覺有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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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回憶數量和有無心臟病家族史對心臟病風險的評估(取自 Rothman & Schwarz, 1998)

 Type of Behavior 

Risk-increasing Risk-decreasing 

Vulnerability   

With family history   

3 examples 4.6 5.8 

8 examples 5.4 3.8 

Without family history   

3 examples 3.9 3.1 

8 examples 3.2 4.3 

註：評估為 9 點量表 

另外，推敲可能性模式(Elaboration-Likelihood Model, ELM)亦提出當事件

具高自我相關時，人們可能會採用中央線索(central cue)來進行判斷；而當事

件 為 低 自 我 相 關 時 ， 則 會 利 用 周 邊 線 索 (peripheral cue)來 評 估 (Petty & 

Cacioppo, 1981)。 

自我相關事件的認知處理歷程 

HSM 與 ELM 都提出當人們面對不同自我相關事件時，可能會採取不同

的認知歷程來評估判斷，以下將針對這兩種模式如何解釋不同自我相關引發

不同的認知歷程進行說明。 

捷思-系統性模式(Heuristic-System Model, HSM) 

HSM 假設個人係採用系統性或捷思性的策略來處理訊息。系統性處理發

生於當個人詳細地檢驗、比較以及聯繫論證間關係。因此，個人會盡極大的

努力來搜尋訊息並詳細檢視論證，以及對決策所需的訊息品質維持較高的挑

選標準。相反的，捷思性處理發生於個人使用「簡單決策規則(simple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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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s)」幫助他們達成訊息的有效判斷。舉例而言，簡單決策規則可能突顯與

專家意見一致的線索、呈現與社會共識一致的傾向，或是願意依仗目前僅持

有訊息，而這個模式需耗費的精力與資源皆比前者較少。 

HSM 是一種說服模型，主要檢驗訊息處理(information process)與態度形

成的因果關係。這類訊息處理理論假設當人們獲得態度訊息的同時，也正在

形成或修正其態度。廣義而言，HSM 亦與許多訊息模型相關。例如：McGire

的訊息處理典範(Information-processing paradigm)便是結合程序模型至說服研

究中的先驅(McGuire, 1968)。Greenwald 的認知反應模型(Cognitive response 

model)則是另一項存在已久的理論(Greenwald, 1968)。社會判斷理論(Social 

judgment theory)是一項發展成熟的理論，用來研究態度形成與改變的歷程

(Sherif & Hovland, 1961)。 

近二十年來，捷思 -系統性模式的研究數量迅速地成長。Eagly 和

Chaiken(1993)認為 HSM 主要應用於有效搜尋(validity-seeking)的說服情境，

因為在此情境中，人們主要關心的是獲得與相關事實一致的正確態度。近年

來的研究更著重於此模式的動機層面以提高 HSM 於說服情境外的可應用

性，特別是檢驗印象動機(impression- motivation) (例如：渴望擁有對物質滿足

與個人興趣一致的態度或是渴望擁有能達到和諧人際關係的態度)。此外，部

分的研究檢驗來源可信度(source credibility)、論證模糊性(argument ambiguity)

以及作業重要性(task importance)這些因素對捷思與系統性處理(heuristic and 

systematic processing)的影響(Chattopadhyay, 1998)。雖然這些近代研究多以興

趣(interesting)的為研究導向，在風險判斷與風險溝通的應用仍舊立基於此模

型原始的形式而發展，並將主要的研究焦點置於能夠精確地判斷情境(Griffin, 

Dunwoody, & Neuwirth,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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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人們會使用捷思或系統性思考的可能原因，包括：1.自我勝任感

(self-efficacy)，係為個人在特定情境中獲取並利用訊息的自我覺察程度。一般

假設系統性處理是較吃力的活動，因此當人在自我勝任較高時，較可能運用

系統性處理機制；2.訊息充足性。這項影響因素係由於人們自認「需要」的

資訊量與自認「已擁有」的資訊量間的不一致所造成，亦稱為「資訊滿足閾 

(information sufficiency threshold)」；3.動機(motivation)，指的是人們感覺到的

情境重要與否，亦影響處理模式的使用。過去的研究發現動機與系統性處理

機制有正向關聯。有較高動機的人們會願意盡較大的努力，以獲取及評估資

訊(Eagly & Chaiken, 1993)。 

推敲可能性模式(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ELM) 

Petty 和 Cacioppo (1981)提出 ELM，認為態度改變的說服途徑，主要可以

區分為兩種，一種是中央路徑(central route)，另一種為周邊路徑(peripheral 

route)。當個人具有高動機與能力，會運用中央路徑，對於議題相關的訊息內

容，投注相當的注意，並且仔細、深思的考量。以中央路徑的訊息處理方式，

人們會特別注意訊息內容的評價，因此對於與議題相關的訊息內容亦稱為中

央線索。而當個人對議題不具動機或能力，則會運用周邊路徑，對於議題相

關的訊息內容，並不會有深入的思考，容易受到情境中的線索所影響，進行

簡單的推論判斷，因此對於與情境相關的訊息內容亦稱為周邊線索。 

Petty、Cacioppo 和 Schumann(1983)認為，當議題與個人切身重要程度增加，

由於此議題評估的結果，對個人的影響較大，因而會提高對此議題深入思考的

機會，所以個人會願意花費較多的時間、精力進行評估。Petty 和 Cacioppo(1984)

的研究發現，當個人涉入程度低時，訊息增加會影響評價，但是訊息本身的品

質與評價無關；而當個人涉入程度高時，訊息的品質要比訊息數量來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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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個人涉入程度較低時，除了訊息來源線索、訊息以外的其他線索，

例如訊息的呈現方式、當時的情境、情緒等等，也會影響判斷，例如 Gorn (1982)

操弄訊息呈現方式與個人涉入程度，結果發現低個人涉入會使得受試者易受

情境影響而選擇有優美背景音樂的產品。然而，當人們之前的態度相當強烈

而且是被直接提取時，情感並不會對人們的判斷有任何影響，亦即一個先驗

線索(prior cue)（例如人所持有的態度），可以比情感所產生的線索更加明顯

強烈。而在高涉入下，若有某種強烈的動機偏誤(motivational bias)，情感也不

會對判斷造成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