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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以下將就本研究相關的理論進行探討，首先介紹廣告手法的種類與效果，再對

廣告手法影響閱聽人廣告態度的心理機制進行初步的探討，接著對廣告態度的

定義與內涵加以說明，並逐一介紹廣告態度相關的理論與研究，其中關於知識

信念在廣告態度形成過程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會進一步地加以陳述，之後再整

理過去的研究結果，說明產品知識與說服知識信念在閱聽人處理廣告訊息的過

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發揮的影響力。最後舉比較式手法為例，整合前面的

論述，提出一個廣告手法的負面廣告態度效果中介模式，並推論在不同的產品

知識或說服知識時，該模式的成立與否會有所不同。 

 

廣告手法  廣告主除了透過廣告訊息中的主題內容說明進行說服傳播之外，也會利用廣告

形式來達成其目的，其中廣告手法（Tactic）就是廣告主經常使用的廣告形式之

一。廣告主使用廣告手法（Tactic）的目的是為了增加或達到閱聽人在認知、情

感或行為上的效果，以往研究認為廣告技巧意圖引起的認知（如注意、興趣等）

或情感反應（如喜好、憂慮等），能使閱聽人更深入的處理廣告訊息，形成更好

的廣告態度（ Petty & Cacioppo，1980，1986；Petty，Cacioppo & Shumann，

1983）。但是並非所有研究都認同廣告手法的使用只有正向效果，有的研究指出

廣告手法引起閱聽人注意的同時，也提高了對廣告的反向思考（Petty，Ostrom 

& Brock，1981；Wright，1974）以及懷疑的程度（ Aaker & Bruzzone，1985），

並且減低了廣告的說服效果（Sherif & Hovland，1961； Petty et al.，1983；

Greenwald & Leavitt，1984；Stewart & Furse，1984；Petty & Cacioppo，1986）。

Campbell（1995）就直接證實電視廣告在使用某些引人注意的手法時，會同時

提高閱聽人對廣告主操弄意圖的推論程度，這樣的推論程度會對廣告態度有負

面的效果。這些研究都建議應該對廣告手法的效果成因，以及為何導致閱聽人

有負面的回應做進一步的研究。 

廣告手法的分類                                                         

Boush，Friestad & Rose（1994）曾在研究青少年對廣告懷疑態度的研究中，

提出了六種常被採用的廣告手法，除了這六種手法外，本研究者也根據平日觀

察的心得，加入了一些新的廣告手法，補足了上述 Boush等人所遺漏的部分，

而將常見的廣告手法陳述轤列如下：  

1) 使用令人喜愛的音樂或圖案 Popular Music or Graphic 

2) 有趣或幽默訴求 Funny or Humorous  

3) 比較式手法 Comparative 

4) 平民式證言 Kids or Someone Like your Fri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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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卡通的形式 Cartoon Characters  

6) 產品功能與操作展示 Show How Products Work  

7) 偽裝成非廣告訊息 Advertorial  

8) 專家或名人代言 Experts or Notables  

9) 驚聳的標題或圖案 Obvious Title or Image  

上述各種廣告手法，都有相當多篇幅的實證研究文獻討論之，但關於閱聽人對

廣告手法操弄意圖推論卻少有提及。其中比較式廣告的效果研究有非常多的爭

議與矛盾，與前人研究關於廣告手法的效果爭議時，所提出的建議有相當程度

的契合，在概念上可能透過新的理論架構模式去重新檢視時可以解決先前研究

結果的矛盾。  

廣告手法對廣告態度的影響                                               

以往關於廣告手法的研究，有許多是在探討廣告態度形成過程中，廣告手法所

扮演的角色，但是這些研究就如同前面所提及的，多半著墨在正面的效果研究

上，甚少觸及廣告手法所引起閱聽人對廣告主操弄意圖推論，以及所產生的負

面廣告或品牌態度等，儘管如此，仍有部分相關的概念在以往的廣告態度相關

模式中被提及，例如：從資訊處理過程相關模式中，有關閱聽人如何處理廣告

訊息內容與形式手法的探討；還有信念結構相關模式中，閱聽人關於廣告手法

的說服知識如何影響廣告的訊息評估；以及個人的特質研究中，個人差異造成

說服知識與訊息、形式不同的處理機制等。這些廣告態度的相關理論模式，雖

然沒有正式探討到廣告手法對閱聽人負面廣告態度的形成原理，但是卻從不同

的面向檢視相關的概念，有助我們進一步去瞭解廣告手法影響閱聽人廣告態度

的機制過程。  

 

廣告態度  何謂態度？                                                            

在討論廣告手法對廣告態度的影響之前，我們先來瞭解一下什麼是「態度」？

以及有哪些理論模式提及「態度」的形成？接著，我們再進一步將這些模式援

引來解釋「廣告態度」的形成機制。  

長期以來，「態度」一直是社會心理學領域最重要研究主題，在政治，行銷等領

域也有相當多的探討（Fishbein & Ajzen，1975）。Fishbein與 Ajzen（1975）

曾對態度做了以下定義：「態度是對某個事物的回應，經由學習經驗而來，具有

一致性的喜愛或不喜愛的傾向」，這指出了態度乃是針對某個特定的對象，而且

是經學習或經驗的過程，所形成的一種均質的回應傾向。Cialdini（1993）則指

出：「態度是對於一些人、物、事件的普遍性與永久性的正、負面感覺」。另外，

Eagly與 Chaiken（1993）也曾對「態度 Attitude」下了定義：『一種心理狀態

的傾向，針對特定的目標體，經由評估某些喜好程度來表達』，這定義則提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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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的幾個特點：態度是一種內在心理狀態的傾向，而非外顯的行為，即使兩

者在某種程度上有所關連，而且態度是經由評估的過程所形成，這包含認知、

情感或是行為的，這樣的傾向是有一個特定的對象，至少是短期或長期存在的，

並非僅有短暫的瞬間，因此與情緒或心情有所不同。 

廣告態度的意涵與研究                                                 

當人們所擁有態度的目標對象是廣告時，我們便稱之為「廣告態度 Attitude 

toward the Ad」（縮寫簡稱為 Aad）。 

Lutz（1985）曾定義廣告態度：『在一段特定的暴露時間內，閱聽人對個別廣告

的一種喜好程度的回應傾向』。這樣的定義指出廣告態度主要是情感成分構成，

非認知或行為面向的要素，與上述的態度定義一致，但廣告態度更針對在個別

的廣告與當下暴露的特定時間內，而非對廣告的一般態度，或是暴露一段時間

後的態度。但是也有部分學者主張廣告態度其實包含中央與邊陲的元素，而依

將廣告態度分成認知廣告態度與非認知廣告態度（Miniard，Bhatla & Rose，

1992），Burke與 Edell（1989）也將廣告態度分為認知與情感兩種面向的態度，

上述學者的定義與分類都說明了廣告態度的本質其實相當複雜，各學者間定義

也不一致。然而，閱聽人對廣告的資訊處理並非全然理性的認知取向反應，也

會受到情緒、心情等情感取向因素的影響，所以廣告態度的內涵也應該同時包

含這兩種面向的成分。  

整理過去廿年關於廣告態度的研究，廣告態度可說是在廣告學術領域最重要的

研究主題之一，相關的研究也是數量最多的（Muehling & McCann，1993），所

以說「廣告態度」是廣告研究中最重要的概念並不為過。早期的關於廣告態度

的相關研究，很多是引用心理學或是社會學領域關於態度方面的模式理論，來

解釋廣告態度的成因，運作的機制，以及對閱聽人的影響等，例如：古典制約

（Classical Conditioning Model），平衡理論（Balance Theory），認知不協調

（Dissonance Congruency）等，受限於本研究探討主題的侷限，不在文中一

一詳述，僅就與「廣告手法」相關的模式進行討論。 

最早開始可以用來解釋廣告態度形成的模式是 Fishbein & Ajzen（1975）的多

屬性模式，它主張人們在形成對某事物的態度時，會受到該事物相關的知識信

念影響，並透過屬性評估的結果而形成最後的態度，雖然這個模式是被用來解

釋閱聽人品牌態度的成因，但同樣也可以適用於解釋廣告態度的形成機制。1981

年 Mitchell & Olson提出了廣告態度中介模式，主張廣告可以透過廣告態度去影

響品牌態度而達到效果（Aad? Ab），引起了大家對廣告態度的重視與興趣，也

挑戰了 Fishbein & Ajzen（1975）提出態度是由信念形成的多屬性態度理論，

品牌態度不只單從產品相關的信念結構評估形成，也會受到廣告態度的影響。

此後陸續有許多關於廣告態度的研究與模式，不斷地被後來的學者所提出來與

驗證，如 MacKenzie， Lutz與 Belch（1983）等人加入了廣告認知（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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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認知（Cb）與購買意圖（PI）等概念，企圖擴充廣告態度中介模式的內涵，

也讓大家對廣告態度所扮演的角色有更進一步的瞭解。Wright（1973）從廣告

資訊處理過程的角度提出了認知反應理論（Cognitive Response Model），Edell

（1987）也從廣告所引起情感反應的面向去探討廣告引起的情緒對廣告態度的

影響。Petty與 Cacioppo（1986）則從資訊處理的過程面向，提出了思慮可能

性模式（ELM：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模式，將廣告態度視為邊陲路

徑處理時影響品牌態度的因素。 

上述這些廣告態度相關的模式理論，都著重在廣告手法對閱聽人形成廣告訊息

時所發揮的正面影響，直到 1994年，Friestad ＆ Wright 從知識信念架構的角

度，提出了說服知識模式（PKM：Persuasion Knowledge Model），企圖彌補

以往廣告研究領域甚少提及，關於閱聽人意識到廣告形式本質與操弄意圖時，

對訊息處理與廣告態度形成的影響，這是所有學者中首先針對廣告形式手法對

廣告態度負面影響提出整體解釋模式的。  

雖然以往許多學者都援引社會、心理學關於態度的理論模式來探討廣告態度，

但是廣告本身的商業性、說服性與大眾媒介訊息的特質，使得我們在引用其他

領域的相關理論時，會有所限制與侷限，以致對廣告手法的影響均未能夠清楚

解釋，因此，以下我們將從廣告態度的形成過程、運作機制以及影響範圍等不

同面向的理論模式，來逐一討論探討廣告手法可能產生的影響。 

多屬性的廣告態度模式                                                 

自從 Fishbein（1963）提出態度的多重屬性模式後，Multiattribute Model就成

為一個相當重要的態度分析模式。這個模式認為態度（A）是由相關信念（bi）

與對信念的屬性評估（ei）所組成的一個函數結果。（見下式）  

                                    n 

A ＝  S bi  e‧ i 
                                      i = 1 

儘管在過去的研究中，多屬性模式都是用來解釋品牌態度的形成，認為消費者

對廣告中產品的態度，是依據既有的產品或品牌相關知識信念，來對廣告內容

中陳述的產品屬性進行評估，因而形成對產品或是品牌的態度。但若我們以閱

聽人的廣告態度來看，我們在處理廣告資訊時，也會依既有的廣告相關的信念

（包含內容與形式）bi-ad進行屬性的評估 ei-ad，來決定我們對廣告的態度

Aad。這個模式後來被修正加入了各個信念的權重衡量 Ii（Fishbein ＆ Ajzen，

1975），而對態度的形成有更精確的解釋。（見下式） 

n 

    A ＝ S  Ii ‧ bi ‧ ei  
                                     i = 1 

多重屬性模式認為閱聽人處理廣告訊息時，會依據既存的知識信念評估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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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多屬性模式在概念上可以相當清楚地解釋廣告態度的成因，但是在面對

不同情境、不同訊息形式時，閱聽人會使用不同的知識信念進行屬性評估，既

使相同的知識信念也會有不同的權重衡量，究竟哪些因素決定了包括說服知識

在內的知識信念所被選擇與評量的權重，又在不同的訊息形式、廣告手法形式

時，閱聽人會如何使用知識信念架構來評量？這個模式無法進一步說明，使得

此模式只能解釋，無法預測最後的廣告態度。這模式讓我們認識到知識信念會

影響廣告訊息的處理評估，當閱聽人使用廣告手法相關的說服知識信念，做廣

告態度的屬性評估時，就會對廣告態度有所影響。  

廣告態度中介模式                                                   

1981年 Mitchell與 Olson提出「廣告態度中介模式」，指出除了產品信念外，

還有廣告態度也會影響品牌態度與購買態度。（見下圖 2-1）。 

圖 2-1 廣告態度中介模式  

 

 

 

  

 

 

隨後 MacKenzie，Lutz、Blech（1983）將廣告認知、品牌認知等要素也一併考

量，納入分析架構中而使模式內涵更加豐富，擴充後的廣告態度中介模式還進

一步針對不同要素間的因果關係，提出四種假設架構如下： 

1.情感轉移假設 ATH                    2.雙重中介假設 DMH  

廣告認知  ?  廣告態度                    廣告認知  ?  廣告態度  

?                                    ?↙  

品牌認知  ?  品牌態度  ?  購買意圖        品牌認知  ?  品牌態度  ?  購買意圖  

3.交互仲介假設 RMH                    4.獨立影響假設 IIH 

廣告認知  ?  廣告態度                    廣告認知  ?  廣告態度  

??                                           ↘  

品牌認知  ?  品牌態度  ?  購買意圖        品牌認知  ?  品牌態度  ?  購買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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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廣告認知」就是閱聽人對廣告元素知曉與理解的程度，「品牌認知」是閱

聽人對廣告中主題內容或品牌屬性的知曉與理解程度，「品牌態度」則是閱聽人

對廣告中品牌或是廣告主題內容的喜好、同意傾向，「購買意願」則是購買該品

牌或採納廣告主題內容的行為意願傾向。  

廣告中介模式中，關於廣告態度的效果作用有相當程度的探討與發現，然而在

這四個假設中，卻對廣告態度的形成僅止於陳述廣告認知會影響廣告態度，此

外，還有 RMH中的品牌態度也會影響廣告態度，但相關模式卻對包括廣告手法

（Tactic）在內的各種廣告認知元素，如何被閱聽人處理評估，進而形成廣告態

度的機制缺乏討論。而後續相關的研究中，許多學者發現廣告認知對廣告態度

的關係呈現矛盾且正（MacKenzie et al.，1986；Homer，1990；翁景明，1996）、

負（Muehling，1984；葉明義與陳志賢，1999）相反的實證結果，但相關研究

的學者卻對這樣的結果，僅建議對廣告認知定義需要達到一致性。儘管廣告態

度中介模式未能釐清廣告手法等認知元素是如何影響廣告態度的形成，但相關

的研究卻點出廣告認知與廣告態度之間並非一致性相同的關係結果，正可能是

廣告認知元素有不同正負面向的作用而造成。 

認知反應模式                                                          

人們如何處理廣告訊息形成廣告態度，多重屬性模式雖然解釋了廣告態度的構

成要素，但卻無法詳細解釋廣告態度的成因，而廣告態度中介模式雖然指出廣

告認知會影響廣告態度，卻並未對兩者間的關係做進一步的說明。Wright（1973）

則依據人們處理訊息的認知反應，提出了一個廣告態度形成模式，稱為「認知

反應模式」（Cognitive Response Model），Wright（1973）認為人在處理廣告

訊息的認知處理過程中，主要有三種相關認知訊息處理的認知反應，閱聽人會

依這三種不同的反應面向的總和結果來形成廣告態度，這三種認知反應面向分

別是：  

（1）反駁論點的思索 Counter-argument（CA） 

（2）支持論點的思索 Support-argument（SA） 

（3）訊息來源的詆損 Source-derogation（SD） 

閱聽人最後所形成的廣告態度，會取決於這三種認知反應相對衡量互動之後的

加總結果，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的式子表示如下： 

              Acceptance = S WSAi － S WCAi － S WSDi 

                                 i            i           i     

其中 Acceptance是對廣告訊息的態度， i是認知元素的個數，而 Wsai就是對

廣告訊息中的論點所產生的所有支持想法，Wcai是對廣告訊息中的論點所產生

的反駁想法，Wsdi則是對廣告訊息來源的詆損想法。三者的加權總和結果就是

對廣告訊息的同意態度，其中反駁想法 CA與消息來源詆損 SD會對廣告態度有

負面的影響，而支持想法則會有有助於提升廣告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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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ght（1975）的實證研究結果顯示閱聽人在處理時會依循效率原則，先產生

反駁論點的思索（Counter-argument），當訊息涉入高時，才有能力產生支持論

點想法（Support-argument）與對消息來源的詆損（ Source-derogation）。Wright

（1975）進一步指出，在面對部分與既存信念矛盾不和的資訊時，人們心裡機

制運作會有兩個目的：（1）減少認知元素的組合必要性，與（2）元素再認的需

求，這兩個目的所引起的訊息處理動機若成為主要支配因素，則在任何情境下，

反駁論點的思索（CA）就會比支持論點的思索（SA）、訊息來源的懷疑與操弄

意圖的意識（SD）更重要優先。  

仔細分析這三個認知反應面向的意義，會發覺反駁論點的思索（CA）與支持論

點的思索（ SA）其實是閱聽人針對廣告訊息的論點內容（ content）的思考想法，

而對廣告消息來源的詆損（SD）則是對廣告形式（context）的認知反應。而其

中對消息來源的詆損（SD）的涵意中，除了對消息來源的懷疑，還有一個非常

重要的面向，就是「對廣告手法操弄意圖的推論」。而根據前面 Wright（1975）

的認知反應模式，閱聽人對於廣告手法的操弄意圖的推論（SD），會與廣告內

容相關的正負向的論點思索（CA，SA）一同在廣告資訊評估過程中發生，若依

循模式的效率原則，則我們可以合理預期閱聽人會優先處理廣告主題內容相關

的訊息處理，有多餘的心智資源才分配給訊息形式的來源詆損與廣告手法操弄

意圖的意識（SD）的認知反應。  

認知反應模式將不同型態的認知活動分類，並轉化成一個函數與情境的變項考

量，解釋了以往實證研究往往結果相互矛盾衝突的原因，可能就在於檢視因果

變項時，所提出的資訊處理過程過於僵化或單一（Wright，1975）。這個模式也

指出了說服過程中，認知元素之間關係並非固定不變，而是會受到情境或動機

等因素影響，但是對影響其間比重關係的相關因素，與如何作用則缺乏進一步

的說明。而我們所欲瞭解的廣告手法，是如何引起認知反應過程中廣告操弄意

圖的推論（SD）？或是在認知反應過程中廣告操弄意圖的推論（SD）會有怎樣

的比重關係？也同樣無法釐清解釋之。 

廣告操弄意圖的推論                                                       

Campbell（1995）曾定義「對廣告操弄意圖的推論」就是：『閱聽人推論廣告

主企圖透過不恰當的、不公平的或是操弄性的方式達到說服』。 

當閱聽人對廣告的操弄意圖推論升高時，對廣告態度有怎樣的的影響呢？在過

去的研究都呈現相當顯著的負面效果（Campbell，1995；Chang，2000）。

Campbell（1995）就指出當閱聽人對廣告「操弄意圖推論」的程度越高時，會

對廣告態度與品牌態度造成負面的影響。Chang（2000）也曾驗證廣告在比較

式的競品廣告情境下，閱聽人操弄意圖推論的程度會降低廣告態度，甚至透過

廣告態度再去影響品牌態度，而產生負面的效果。而葉明義與陳志賢（1999）

對比較式廣告的研究，也曾以「廣告態度中介模式」的四種路徑假說檢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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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發現不論在高、低涉入或是理、感性的廣告情境下，閱聽人的廣告態度都

受到廣告認知的影響，而且廣告認知與廣告態度呈現負向趨勢的相關，所以從

廣告認知與廣告態度在陳志賢與林明義研究中的負向關係，我們也能推論出操

弄意圖推論與廣告態度的負向關係。因此，從上述的相關研究中，可以合理預

期當閱聽人對廣告操弄意圖推論的程度越高時，所形成的廣告態度就會越負面。 

回顧過去關於廣告態度形成的模式理論，會發現所有的研究多半焦點放在，如

何利用廣告的手法形式或邊陲元素去形成正面廣告態度，再進一步影響提高品

牌態度，但卻忽略了另一面向的廣告態度，也就是廣告所使用的手法或邊陲要

素，會引起了閱聽人對廣告主操弄意圖的意識與推論，減低了廣告邊陲要素所

原本欲引起正面的廣告效果，甚至因此形成負面的廣告態度，影響了品牌態度。

這樣矛盾的結果可在許多模式理論的實證研究中發現到。  

Fishbein（1963）的態度多重屬性模式，雖然可以將對廣告主說服企圖意識的

概念包含在被評估的信念中，但卻並未說明究竟閱聽人在什麼因素或情境下，

會使用說服知識來評量廣告手法，以及屬性評量的比重。Wight（1973）的認知

反應模式中，關於消息來源詆損（SD）面向的認知反應有提到關於閱聽人意識

到廣告主操弄意圖這樣的概念，但是卻並未進一步的說明這樣的概念會如何被

閱聽人去處理，以及跟另外兩個認知反應面向反駁論點思索（CA）與支持論點

思索（SA）之間的相互關係為何，也缺乏足夠而詳細的實證解釋。而廣告態度

中介模式（MacKenzie et al.，1983）更是忽略了這個面像的問題，廣告認知與

廣告態度之間矛盾的關係也在其許多相關的實證結果中浮現（MacKenzie et 

al.，1986；Homer，1990；翁景明，1996；Muehling，1984；葉明義，陳志

賢 1999）。為了瞭解究竟閱聽人在廣告訊息處理時，對廣告操弄意圖的意識如

何發生以及發生的機制和因素，Friestad與 Wright（1994）就試圖從閱聽人的

既存知識信念架構的角度，提出 Persuasion Knowledge Model來試圖解釋這樣

的資訊處理機制。 

 

知識信念  Friestad與 Wright（1994）提出了 PKM模式，針對閱聽人如何使用既存的知

識信念架構中，產品、品牌以及說服知識，來評估廣告訊息內容與廣告手法形

式等，而形成態度的機制加以說明解釋。  

他們認為廣告的訊息處理其實是廣告主與閱聽人間根據各自的信念結構所形成

的文本互動。廣告主根據既存（或是廣告執行人員提供）的產品知識、品牌知

識與說服知識，去設計產出一個廣告訊息，企圖去影響目標消費者或閱聽人，

達成其說服目的。而閱聽人在面對廣告主設計的廣告訊息時，也會根據自己既

有的產品知識、品牌知識與說服知識對訊息進行處理。  

知識信念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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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關於閱聽人態度成因的討論中，曾經提到 Fishbein（1963）的態度多重

屬性模式，認為信念是形成態度的要素，而 Friestad與 Wright（1994）的說服

知識模式則主張閱聽人的知識信念會影響其廣告訊息的處理，然而，究竟什麼

是信念呢？「信念（Belief）」是事物與相關屬性間的連結（Fishbein & Ajzen, 

1975），也就是對事物經由認知型態的思考，而形成的評估反應，也就是個人對

事物所擁有的相關資訊。儘管使用「信念」一詞來描述對目標事物的所有想法，

但是有許多種不同的名稱被大家所使用，代表相同的意義如：知識

（Knowledge）、認知（Cognition）、意見（Opinion）、資訊（ Information）、推

論（Inference）等等（Eagly & Chaiken, 1993），雖然許多研究使用的名稱都不

相同，但本研究統一採用「知識（信念）」作為概念指陳時使用。  

一般而言，學者認為知識信念的形成，是人們將既存客觀的信念與其他的事物、

概念或屬性以主觀可能性的方式，加以連結而形成（Fishbein & Ajzen, 1975），

換言之，人們以主觀的判斷，將事物與自我世界中可區辨的各個面向加以連結，

因而形成信念，並用來幫助人們了解自我與所處的環境。此外，過去有不少關

於知識信念的研究，例如。（Petty & Cacioppo，1981）就曾解釋「信念結構」

是人們所擁有信念的組成方式，其存在於相互連結的信念演繹網絡（Syllogistic 

Network）之中，包括了垂直結構與水平結構。而 McGuire（1960）則指出人

們的信念結構具有邏輯的一致性（Logical Consistency）與快樂主義的一致性

（Hedonic Consistency），點出了知識信念既是具有邏輯的客觀推衍結果，也

包含了相當主觀的機率判斷。除了上述知識信念結構的研究以外，關於知識信

念與態度之間的關係也引起了部分學者的討論，例如前面曾提及 Fishbein

（1963）的「態度多重屬性模式」，就主張人們在形成對某事物的態度時，會受

到該事物相關的知識信念影響，並透過屬性評估的結果而形成最後的態度。  

PKM模式的內涵與意義                                                   

究竟有哪些信念知識，是閱聽人在處理廣告訊息時會使用，而影響廣告態度的

形成呢？Friestad與 Wright（1994）的說服知識模式（PKM）主張廣告訊息的

處理過程其實就是廣告主與閱聽人之間，根據各自的信念結構所形成的文本互

動。廣告主根據既存（或是廣告執行人員提供）的產品知識、品牌知識與說服

知識，去設計產出一個廣告訊息，企圖去影響目標消費者或閱聽人，達成其說

服目的；而閱聽人在面對廣告主設計的廣告訊息時，也會根據自己既有的產品

知識、品牌知識與說服知識對訊息進行處理。當閱聽人採用說服知識處理廣告

訊息時，就會對廣告手法進行操弄意圖的推論，而影響廣告態度，乃至於品牌

態度。  

說服知識模式認為閱聽人處理廣告時，所採用的知識信念進行訊息屬性評

估，會與既存的相關知識信念程度與既存的知識信念架構有關係，而這些知識

信念主要有三大類，分別是品牌知識、產品知識與說服知識。換言之，閱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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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理廣告訊息時會根據既有的知識信念彼此間的相對關係而有不同。PKM模

式的核心架構如下圖 2-2： 

目標消費者：是說服企圖所欲訴諸的對象，如目標消費者、閱聽人、選民等。 

廣  告  主：指得是被 Target所認定設計與建構此一說服企圖的負責人，如廣

告主、廣告執行者、行銷人員… 等。 

說服的企圖：則從 Target的角度指陳說服訊息、廣告… 等，廣告主設計展示用

來改變消費者信念態度與行為的策略性行為，這不僅代表廣告的

說服訊息，還包含了 Target對 Agent 如何去設計建構等策略行為

的認知。  

說服的回應：用來說明 Target如何使用本身的知識信念，去處理 Agent的

Attempt。 

說服互動交集：Agent的策略行為中被 Target所明顯觀察到的部分。  

圖 2-2 PKM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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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閱聽人的知識信念結構會如何決定訊息處理時的屬性評估與態度形成？

Friestad & Wright（1994）根據認知反應模式認為，當閱聽人處理廣告訊息時，

會優先以產品知識與品牌知識作為主要評估訊息屬性的處理方式，當閱聽人既

存的產品與品牌知識信念不足以處理訊息中的內容論點時，則會轉而利用說服

知識來進行訊息屬性的評估，也就是會開始對廣告手法進行操弄意圖的推論。

這個觀點與 ELM中央途徑 /邊陲途徑的概念其實是十分相似的，但是 ELM是從

資訊處理涉入程度或能力的角度採雙路徑模式，而 PKM則是從個人既存知識信

念的角度出發，採用權種比例的概念。Friestad & Wright（1994）也指出上述

這樣的處理機制會受到個人既存知識信念程度多寡的影響，當閱聽人本身的說

服知識越高時，就越容易傾向使用多一些的說服知識來進行廣告訊息評估與廣

告操弄意圖的推論。閱聽人再處理廣告訊息時所使用的相關知識信念可以分成

以下三大面向，分別是： 

（1）產品知識（TK）：對廣告訊息主題內容相關的產品知識或稱主題知識。 

（2）品牌知識（ AK）：對訊息設計者或廣告主的相關信念知識，又稱品牌知識。 

（3）說服知識（PK）：閱聽人對廣告形式手法的相關信念，稱為說服知識。  

PKM模式認為人的知識信念架構會影響資訊處理過程，但是其知識信念架構意

涵所指的是較為穩定長期的整體知識信念架構，另外有些學者則主張閱聽人在

處理廣告訊息時應當是取決於當時情境引起的知識信念架構（Wyer & Srull，

1981；Yi，1993），Yi（1993）的研究也顯示廣告情境所引發的信念結構會影

響閱聽人在評估訊息時，所選用的知識信念。Srull & Wyer（1980）曾指出處理

廣告訊息過程中所運用的知識信念的，會受到既存信念的近用性所影響，也就

是說擁有什麼樣的知識信念，會影響決定閱聽人會用哪些信念來進行評估。雖

然既存整體的知識信念架構並不同等於情境的信念架構，但是任何情境因素的

信念結構也是基植於整體的信念架構當中，而會受到原有整體的信念架構所影

響，既存的信念會有較高的近用性，而容易被情境所引發用來評估訊息。再者

情境的知識信念架構隨時在變動，很容易受到工具測量的影響，因而從整體的

知識信念架構去探討資訊的信念評估處理，是比較有效度的方法。  

本研究主要探討廣告手法對閱聽人形成廣告態度的影響，雖然從 PKM的模式內

涵來看，品牌知識、產品知識與說服知識三者，都對廣告手法如何影響閱聽人處

理廣告訊息息息相關，但受限於人力與時間，本研究將鎖定產品知識與說服知識

做為主要探討的焦點，而將品牌知識視為實驗過程中的共變控制變項，而以下就

分別對產品知識與說服知識進行概念上的探討，以及過往研究中與廣告手法相關

的結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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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知識  過去關於產品知識對閱聽人處理資訊的研究相當多，但是產品知識的概念與產品

熟悉度兩者經常被混淆。產品熟悉度指的是「消費者與產品相關之經驗的累積

數量。」（Alba & Hutchinson，1987）一般來說，產品熟悉度對知識信念而言，

是一種必要但非充分的條件（Yi，1993）。而所謂的「產品知識」根據 Brucks

（1985）對產品知識所下的操作性定義：『被消費者所處存在記憶中（客觀知識）

或閱聽人認定自己知曉的信念（主觀知識）』。但一般都只針對客觀知識衡量，

因為主觀知識還牽涉到個人的能力與自信等因素（Yi，1993）。PKM模式中所

指陳的是產品知識，而非意義範疇較小的產品熟悉度。  

Brucks（1985）曾將對客觀的產品知識內涵進行分類，一共有五種面向分別是：

「產品分類（Terminology）」，測量受試者能否明確指出產品相關屬性的定義。

／「易獲得屬性（Available Attribute）」，測量受試者是否能辨識哪些屬性是與

產品相關。／「評估的標準（Criteria for Evaluation）」，測量受試者是否知曉在

購買產品時，哪些是重要的考量因素。／「屬性間的共變瞭解（Perceived 

Covariance between Attributes）」，測量受試者是否知曉在購買產品時，哪些是

重要的考量因素。／「決定屬性比重的使用情境（Usage Situation that Determine 

Attribute Important）」，測量受試者對產品的使用情境與發展現況的瞭解程度。

Brucks在闡述上述產品知識各面向的意義同時，也提供了各面向測量題項的形

式，有助於後來的相關研究在量表上的設計。 

產品知識的相關研究                                                     

產品知識的高低對閱聽人處理廣告訊息有什麼樣的影響呢？根據過去的實證研

究結果，有相當多的學者都認為，閱聽人的產品知識與其處理訊息時的資訊搜

尋量呈現負向的關係（Katona & Meuller，1955；Swan，1969； Newman & 

Staelin，1971；Newman & Staelin，1972；Anderson，Engledow & Becker，

1979；Moore & Lehmann，1980），換言之，當閱聽人擁有的產品知識越高，

則對廣告訊息內容的思索越少。針對這樣的關係，Brucks（1985）提出了兩種

可能的解釋，認為高產品知識的閱聽人，由於已經足夠的產品相關知識，並不

需要透過廣告訊息的陳述來獲得相關的資訊，因而對訊息的主題內容缺乏處理

的動機，而在資訊搜尋的程度上比產品知識低的人來得低；另一個可能的原因，

是高產品知識的閱聽人，因為具備處理相關訊息時所需的知識與信念架構，知

道哪些屬性或品牌的差異是較重要的考量，所以能將廣告訊息的內容以更有效

率、更快速的方式進行處理，因而減少了訊息處理過程中多餘的心智資源耗用。 

另外有一些學者，則對上述產品知識與資訊處理的關係持相反的看法（Punj & 

Staeline，1983；Johnson & Russo，1984； Cox & Locander，1987；Graeff，

1997），他們的研究結果指出既存的產品知識越高，則處理廣告訊息就越容易，

因而鼓勵閱聽人更去處理廣告訊息。此外，當產品知識越高，越能允許閱聽人

對訊息內容形成更多問題，同時也幫助閱聽人對問題的回應加以評估，因而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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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認知上的成本花費，增加更進一步的資訊搜尋。  

面對兩種不同結果的矛盾與爭論，有些學者則提出三階段倒 U型的模式，試圖

解釋這樣的困惑（ Bettman & Park，1980；Hempel，1969；Johnson & Russo，

1984）。他們認為，產品知識對閱聽人處理資訊程度兩者並非線性的關係，而是

呈現倒 U字形關係，也就是說當閱聽人的產品知識為低到中等時，產品知識與

資訊處理的程度呈現正向的關係，而當閱聽人的產品知識為中到高等時，上述

兩者的關係則為負向的關係。這樣的模式似乎解釋了過去研究結果的矛盾，但

是 Punj與 Staeline（1983）將他們的研究資料加以進一步分析，把產品知識分

成高，中、低三群，卻發現並未得到預期的結果，產品知識與資訊處理程度依

舊呈現負向的關係。Brucks（1985）也指出，產品知識的高低產生的影響，應

該是在處理訊息的品質而非數量上，也就是說，當閱聽人的產品知識越高時，

其具備處理主題內容的能力，也因此在處理廣告訊息內容的效率會越高，所專

注在訊息內容中主題或產品的思索的量也會比較少。 

資源有限模式                                                           

關於閱聽人在處理廣告訊息時是如何運用各種既存知識，以及不同知識間的屬

性評估或認知反應活動是怎樣的關係，我們可以從 Lang（1992）的心理資源有

限模式來解釋，這個模式主要有兩個假設，首先，它認為閱聽人其實是一個資

訊處理者，而閱聽人處理資訊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分配自身的心智資源給資

訊處理過程中各項不同的工作。其次，在處理訊息的過程中，一個閱聽人所能

分配運用的心智資源（或稱能力、涉入）其實是有限的。根據這兩個主要假設，

該模式認為通常在處理訊息過程中，閱聽人其實僅能將有限穩定的資源分配給

不同的訊息反應元素進行處理。 

然而，在處理廣告訊息過程中，閱聽人會將心智資源分配給哪些認知反應呢？

我們在 Wright（1973）的認知反應模式的討論中，曾經提及閱聽人在處理廣告

訊息時，會有三種認知反應，分別是反駁論點思考（CA）、支持論點思考（SA）

與消息來源詆損（ SD）三者與情感反應元素，而根據心智資源有限模式的假設，

所有的處理資訊的心智資源數量是固定的，所以各訊息反應元素就所得到的資

源就會是兩兩相對反比的關係。所以當閱聽人將心智資源放在訊息內容的處理

時，就相對比較不會去處理訊息形式的元素，也就不較不會對廣告手法的操弄

意圖進行推論；同樣地當閱聽人推論廣告訊息背後的操弄意圖時，訊息的主題

內容就會分配到比較少的心智資源。  

除了認知反應模式外，說服知識模式也提到了既存知識信念對認知反應的影

響，說服知識模式將閱聽人處理廣告訊息時所運用的知識信念分成三大類，分

別是品牌知識、產品知識與說服知識，若根據有限資源模式的假設，當閱聽人

運用產品知識或品牌知識進行廣告訊息處理時，此時固定的心智資源就分配到

產品相關信念的屬性評估活動上，則說服知識被運用的機會就會減少，廣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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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形式與操弄意圖的推論就會得到較少的心智資源。反過來說，一旦閱聽人分

配給處理主題內容思索的心智資源較少時，就會將多餘的心智資源轉而分配到

說服相關知識的屬性評估活動上，使得閱聽人有較多能力機會對廣告主進行操

弄意圖推論，進而形成較負面的廣告態度。  

雖然在過去的研究中，有限資源模式多半被用來解釋閱聽人處理電視廣告的認

知反應活動，但相同的概念卻仍能延伸引用至其他類型的訊息處理活動。 

產品知識對操弄意圖推論的影響                                            

綜合上述的討論，從 Wright（1973）的認知反應模式我們知道閱聽人處理廣告

訊息時，會先根據已知的產品知識優先處理內容相關訊息，對訊息內容駁辮思

考（CA），其次才是支持性的思考（SA）與對消息來源廣告形式的詆損思索

（SD），所以閱聽人會先對廣告中的主題內容進行思索，而閱聽人的思索程度

則與其所具備的產品知識高低有著密切的相關，過去產品知識的研究結果指

出，當閱聽人的產品知識越高時，其處理主題相關內容的效率也會越高，有關

產品的思索就會較少。  

上述產品知識與主題內容思索這樣的關係所造成的影響，可以進一步透過資源

有限模式來推論，當閱聽人處理主題相關內容的效率越高，就表示閱聽人對主

題內容思索所耗用的心智資源越少，因而有更多餘的心智資源可供分配，此時，

閱聽人就會將多餘的心智資源分配給其他的認知思索活動，而使其他的心智活

動（包括對廣告主的操弄意圖推論）得到更多的資源，也因此我們可以從上述

推論中合理預期，閱聽人在處理廣告訊息時，產品知識越高，則對廣告主的操

弄意圖推論也會越高。根據前面關於意圖推論的討論，上述產品知識的作用也

同時會影響到廣告的效果，包括廣告態度與品牌態度等。 

 

說服知識  說服知識，泛指所有類型說服活動的相關知識，這當然包括了廣告在內的相關信

念。在以往關於廣告的說服知識討論，多半是在一般廣告信念的研究面向上，

就是指閱聽人在長期處理廣告訊息後，形成廣告與特定屬性的相連結的一般廣

告信念。Muehling（1987）把廣告信念區分為：功能、實務、產業、使用者與

其他五個面向。黃振家（2000）將一般廣告信念分成三個構念：社會構面、經

濟構面與資訊構面。他認為閱聽人會根據這三個不同面向的構念來評估廣告的

產業（ Industry-Institute）與實務（Practice-Instrumental）的表現，進而形成整

體廣告態度（AG）與個別廣告態度（Aad）。廣告信念中關於廣告實務層次的面

向其實就是關於廣告手法的說服知識。 

Friestad與 Wright（1994）曾對「Persuasion Knowledge說服知識」定義：『人

們所擁有或需要的信念，用來對日常生活中說服活動的目的、過程、方法、結

果與參與雙方… 等做因果評量』。也就是一系列交互相關的信念，關於構成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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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事件、事件的因果關係、事件的重要性、自我控制的程度、說服過程、

說服手法的效果與恰當性… 等。從廣告的角度來看，說服知識包含以下幾種面

向的信念： 

（1）Beliefs about Psychological Mediator對閱聽人內在心理中介變項的信

念 :閱聽人對廣告主所企圖影響的心理活動的信念。這是說服知識中最重

要的中心元素。這些心理活動包括知覺、信念、感覺、慾望、意向、決心、

注意、興趣、記憶、信心，偏好等。  

（2）Beliefs about Marketers' Tactics對廣告主使用廣告手法的信念：人們

可以透過教育，學習，觀察等等方式得到關於廣告主使用哪些廣告手法，

以及如何使用等相關知識。  

（3）Beliefs about One's Own Coping Tactics對個人具備來應付廣告手法

的信念 :隨著知識的增加，閱聽人也會發展屬於個人對廣告手法的相關知

識信念。這包括了對自我內在心理機制的意識控制，甚至是面對某種型態

廣告手法時，該如何回應… 等。這樣的信念反映出人們學習去發展一套有

效的信念架構（或是訊息處理機制），來應付處理各式各樣的說服訊息，

這包含廣告在內，以減少不必要的認知資源浪費。  

（4）Beliefs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and Appropriateness of Marketers' 

Tactics對廣告主利用廣告手法所得到效果的合理性與恰當與否的信念閱

聽人會擁有關於廣告主所採取的廣告手法，以及造成的閱聽人反應與效果

彼此間因果關係的信念，用來評估使用這樣的廣告手法是否恰當合理。 

（5）Beliefs about Marketers' Persuasion Goal and One's Own Coping 

Goals關於廣告主的說服目的與閱聽人處理應付廣告的目的信念：閱聽人

除了與廣告訊息相關的信念外，也會具備關於廣告主使用廣告的最終目的

以及閱聽人處理應付廣告手法的最終目的的相關信念。  

人的說服知識並非與生俱來，或是固定不變的，透過每天與他人的人際說服傳

播活動，與廣告訊息的接收等，人們逐漸建立關於說服活動或是說服技巧的知

識信念（Wright，1985；Kirmani & Wright，1989；Kirmani，1990；Friestad & 

Wright，1994），這包括了說服目的、效果、恰當性等上述五大面向的知識信念

（Friestad & Wright，1994）。 

說服知識的相關研究                                                     

過去關於廣告說服知識的相關研究並不多，Boush et al.（1994）曾對電視廣告

的說服知識的研究，證實了不同年級的青少年，說服知識會與隨著年級增加呈

現正向的關係；另外也指出透過教育與廣告知識課程可以提高學生的說服知

識。Boush等人還將閱聽人對電視的一般廣告懷疑態度分為兩個面向，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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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廣告內容的懷疑與對廣告主的動機懷疑，研究結果發現閱聽人的說服知識與

這兩個面向的一般廣告懷疑態度都成顯著正相關。另外，Friestad & Wright

（1995）則對廣告相關人員（廣告主、廣告代理商、廣告學者學生）與一般人

的說服知識進行比較研究，發現廣告相關人員的說服知識如預期的顯著高於一

般人。黃聖哲（2002）則針對台灣地區大學生的說服知識進行調查，並同時研

究閱聽人對不同媒體的說服知識之比較，研究結果指出說服知識會會因為不同

媒體而有顯著差異，並且與個人特質、性別等因素有關，女性的說服知識顯著

高於男性。 

上述關於說服知識的相關研究，都是針對說服知識在不同面向（媒體、年紀、

職業等）上的差異探討，卻甚少有研究直接檢視說服知識在資訊處理過程中扮

演的角色。Campbell（1995）曾經由實證研究證實，電視廣告使用引人注意的

手法技巧時，容易引起閱聽人的廣告操弄意圖推論，並對廣告態度有負面的影

響。但是他並未對說服知識這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做進一步的探討。關於閱聽人

的說服知識，是否對廣告手法使用時的操弄意圖評估推論有所影響，以及對閱

聽人資訊處理過程機制的影響層面，和態度效果面向上的探討相當缺乏。  

意識到廣告主動機的相關理論                                            

儘管說服知識所含括的範圍相當廣泛，但是過去的廣告研究很多都鎖定在閱聽

人對廣告主說服意圖動機的知識程度上（Boush et al，1994；Friestad & Wright，

1995；黃聖哲，2002），然而，閱聽人意識到廣告主說服動機的程度會如何影

響廣告訊息的處理呢？我們可以從「預防注射理論」與「風向球理論」的內涵

來看。  

預防注射理論是借用於生物醫學上的修辭（O'Keefe，1990），在醫學界對抗病

毒的方式之一，是在人們感染之前，先注射少量不足害的病毒進入人體，使人

的體內先行產生抗體，之後等到大量的病毒入侵時，人體即具備了反抗病毒的

機制，因而對該病毒免疫。而將上述概念轉換至傳播領域的預防注射理論，也

認為有效避免閱聽人為說服訊息的所說服的方式，就是透過預先告知的方式，

讓閱聽人在接收說服訊息前，就能認知到稍後將接收到的訊息的內容，乃至於

意識到訊息傳送者的說服意圖，這樣就會如同醫學上的疫苗注射一樣，會在接

收訊息前產生反駁論點，而對說服的訊息產生抗體，等到之後與訊息接觸時就

能減低該訊息的說服效果。所以根據預防注射理論的邏輯，當閱聽人的說服知

識越高，也就是越瞭解廣告主的說服意圖時，其內在越容易對廣告等說服訊息

產生抗體，也就越容易運用其說服知識，對廣告中所使用的手法進行其操弄意

圖的推論，也因此使用手法時會有較負面的廣告態度。  

不同於「預防注射理論」的觀點，「風向球理論」則認為事先將所欲說服的訊息

透露給閱聽眾，讓閱聽眾做好被說服的心理準備，等到正式的說服訊息接觸時，

閱聽人就早已習慣該說服活動，因而比較不會，也比較不需要去產生反駁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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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或認知行為。所以當閱聽人的說服知識高，表示其早已悉知廣告本身的說服

性質，也知道廣告主一定會企圖透過廣告來影響閱聽人，所以反而在接收廣告

訊息時，不會太去推論其操弄意圖，也因此廣告手法對廣告態度的影響，在說

服知識高的時候就應該不顯著，反而是在說服知識低的閱聽人才會顯著。  

比較上述兩種理論，「預防注射理論」主張先來一個溫和的刺激，可以建立防禦

機制對付之後較強大的刺激；而「風向球理論」則是認為先給一個小的刺激，

等大家適應習慣後，再給更強烈的刺激，就比較容易適應習慣而被接受。從兩

者的觀點來看說服知識對廣告手法和廣告態度間關係，會有兩種不同的方向，

從「預防注射理論」來看，廣告手法在說服知識高的時候才會對廣告態度有負

面影響，因為這時候閱聽人會有較強烈的防禦機制；但是「風向球理論」則剛

好相反，認為廣告手法是在說服知識低的時候，才會對廣告態度有負面影響，

因為說服知識低的人無法習慣適應廣告手法這樣的說服形式。究竟何者正確

呢？迄今尚無相關的實證研究可以證實何者為真。  

 

比較式手法  從上述幾節的討論，我們可以知道廣告手法對廣告態度的形成作用，似乎會受到

閱聽人既存的知識信念所影響（例如：產品知識、品牌知識、說服知識等），這

樣的影響是如何產生的呢？由於不同的廣告手法有其不同的特性，在過去廣告

手法的研究中，以比較式廣告的效果研究引起最多的爭議，這與前人研究關於

廣告手法的效果研究時，提出的推論與建議有相當程度的契合，所以本文就以

「比較式廣告手法」作為廣告手法的操作性定義，對閱聽人在處理比較式廣告

時所產生的廣告態度做更進一步的探討。  

何謂比較式廣告手法？                                                   

所謂「比較式廣告手法」是指將推廣的產品與其同品類中的其他產品，做個別

屬性或整體的比較（林建煌，林育聰 1993），而被比較的產品通常是該品類中

的領導品牌。廣告主藉由與被比較品牌的連結或是透過比較形式產生的新奇與

對比刺激，企圖增加閱聽人對訊息的注意與記憶等認知效果，這在許多的實證

研究中得到驗證。但是比較式手法製造的對比刺激，也可能對閱聽人既存的被

比較品牌態度形成衝突，使閱聽人產生了認知失諧的現象，因而導致負面的廣

告態度效果。過去關於比較式廣告的研究，雖然證實比較式手法會對廣告態度

產生負面的效果，但學者們並未進一步探究其形成的原因與機制，導致目前對

這樣的現象仍缺乏足夠的認識。 

比較式廣告的發展與分類                                                 

根據可考文獻記載，最早使用比較性手法的廣告出現在十八世紀初的英格蘭

（Swayne & Stevenson，1987）。在美國則是從 1930年代初期，第一次有比

較式廣告出現（Harris，1967）。1971年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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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公開政策宣示鼓勵使用比較式廣告，認為它能提供更多的資訊給

消費者，也能帶給廣告主更好的廣告效果。Barry（1993）指出 過去廿年比較

式的廣告被廣告主大量使用，他還對比較式廣告進行分類，依據品牌是否明白

展示分成：明示比較與非明示比較兩種類型，並進一步根據比較的相對性進行

分類為劣勢比較（Inferiority）、平勢比較（Paraty）、優勢比較（Superiority）、

混合比較（Combination）、 品牌連結比較（Direct Brand Partnership），其中

明示優勢比較是最常使用在產品物質屬性差異不大、品牌屬性有差的產業中，

也是過去關於比較式廣告研究的主要焦點，所以本文也採用「明示優勢比較手

法」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  

比較式手法的效果研究與爭論                                            

Barry（1993）曾以階層效果模式為架構，將過往的比較式廣告效果研究分成三

種主要構面：認知構面的效果(注意、品牌認知、回憶、資訊搜尋)、情感構面的

效果（廣告態度、品牌態度、可信度、品牌忠誠度）與意圖構面的效果（購買

意圖、行為）。其中意圖構面的效果研究牽涉到購買決策與行為等因素，不在本

文研究範圍內，故不予討論。而在比較式廣告的認知效果方面，許多實證結果

都持正向看法，例如 Sheluga與 Jacoby（1978）就證實比較式手法能引起閱聽

人對廣告有較高的注意；Muehling等人（1990）認為比較式廣告能使閱聽人在

處理廣告時有較高的涉入度；另外，有些學者的研究（Wilkie & Farris，1975；

Prasad，1976；Muehling et al.，1990）則指出比較式廣告的回憶效果比非比

較式廣告來得好。整體來說，學者們普遍認為比較式手法在廣告的認知面向上

呈現正向的效果。 

相較於比較式廣告在認知面向的正面效果，比較式手法在「廣告態度」的研究

上則呈現相反的結論。Levine（1976）的研究首先證實比較式手法對廣告態度

有顯著的負面影響。Putrevu與 Lord（1994）也指出當廣告的內容是產品屬性

時，使用比較式手法會造成較低的廣告態度。而葉明義與陳志賢（2000）對比

較式廣告的研究中也認為，比較式手法會造成顯著負面的廣告態度。另外一些

研究並不只著重在廣義的比較式廣告態度，而是更進一步對廣告態度的不同面

向進行分析，其中關於廣告可信度面向的研究，雖然有部分學者認為比較式廣

告並不會造成可信度的減損（Grossbart et al.，1986），但 Barry與 Tremblay

（1975）卻指出消費者並不會認為比較式廣告內容全都是真實的。Boddewyn

與 Marton（1978）更是主張消費者與消費團體其實對比較式廣告持懷疑的態

度。此外還有相當多的研究都認為，消費者對比較式廣告信賴度較低（ Shimp & 

Dyer，1978；Golden，1979；Swinyard，1981；Jain et al.，2000）。從上述

的相關研究結果中，我們可以發現學者們在比較式手法對廣告態度的影響有相

當一致的看法，普遍都同意使用比較式廣告手法會對廣告態度有顯著的負面效

果，而這樣的結果在廣告可信度的面向上更是特別顯著。然而，對於造成比較

式廣告態度顯著低於非比較式廣告的原因，過去的文獻並沒有做進一步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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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大都僅止於推論與臆測，也因此對比較式手法造成負面廣告態度的成因仍

缺乏足夠的實證結果來證實，至今仍無法確切瞭解其形成的機制，而本研究就

企圖以過去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從這個面向切入，去探討比較式手法對廣告態

度有負面效果的形成原因，針對過去研究的缺漏與不足加以補充。  

此外，以往研究中，有學者主張既有的品牌態度會影響比較式廣告的處理過程

（McDougall，1978；Byer & Cooke，1985），當被比較的品牌忠誠度越高，比

較的強度越強，則處理的機制會越負面，Holmes與 Holley（1986）認為比較

式廣告無法對領導品牌有所助益，最大的功用應該在強化比較品牌的既有忠誠

者的態度。為了避免這個因素造成的影響，學者們也建議應該納入比較式手法

研究的考量之中。 

比較式手法引起操弄意圖推論                                           

究竟比較式手法如何造成負面的廣告態度效果呢？我們可以從本章節前面「說

服知識模式」的觀點來看，PKM主張閱聽人在處理廣告訊息時，會運用產品知

識、品牌知識與說服知識等三種知識信念，對廣告訊息進行相關屬性的評估，

進而形成廣告態度，品牌態度與購買意願等等。換言之，閱聽人除了會以本身

的產品與品牌知識來處理廣告的內容外，也會依據既存的說服知識，來對廣告

的形式與手法進行評估與推論，而廣告手法的使用，除了幫助廣告主達到某些

廣告效果，也可能引發閱聽人運用說服知識，對廣告主使用手法背後的動機加

以思索與推論，因而導致負面的效果。所以當廣告中採用比較式的手法時，雖

然能幫助廣告主達到認知面向上的效果，卻也可能因為比較式廣告的手法性

質，也同時引起閱聽人使用說服知識，對廣告主的操弄意圖進行推論。 

而另一方面從「認知失諧理論」的角度來解釋，當訊息與閱聽人的既存態度產

生衝突時，會使閱聽人產生認知失諧的狀況，此時閱聽人會採用忽略或誤解該

訊息的策略來減輕失諧的不舒服。而比較式手法採用與被比較品牌「對比刺激」

的形式，有可能造成閱聽人產生與原來的被比較品牌態度衝突的失諧情形，使

閱聽人採用抗拒或懷疑的訊息處理策略，增加說服相關知識運用於廣告的評估

中，因而導致對比較式廣告的「操弄意圖推論」程度升高。  

所以從上述討論中，我們可以合理推論比較式廣告的「對比刺激」手法性質，

容易引起閱聽人使用說服知識進行相關的屬性評估，對廣告主使用比較式手法

背後的動機進行推論，以及廣告主使用比較式手法所得到效果的適當與否進行

衡量等，因而對廣告形成操弄意圖的推論，這樣的心理機制會與其他的認知、

情感反應總和，形成最後（包括廣告態度在內）的各種廣告效果。  

比較式手法引起的負面廣告態度效果之中介模式                             

比較式手法為何會對廣告態度有負面的效果呢？雖然過去關於比較式廣告態度

的研究，都相當一致地認為比較式手法有顯著的負面效果，卻沒有學者針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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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其形成的機制與原因加以探討。但是從過往文獻的探討中，我們知道比較

式手法會引起較高程度的廣告操弄意圖推論，此外，前面的討論也提到廣告操

弄意圖推論會對廣告態度有負面的影響，因此可以從上述變項之間的個別關

係，整理出閱聽人之所以對比較式廣告有較負面的廣告態度，其原因可能就是

因為比較式手法的使用，引起閱聽人運用較多的說服知識對廣告訊息進行屬性

評估，造成閱聽人對比較式廣告有較高程度的操弄意圖推論，而當閱聽人對廣

告操弄意圖推論程度升高時，也就間接導致閱聽人會形成負面的廣告態度。這

樣的推論是將閱聽人對廣告的操弄意圖推論，視為比較式手法影響廣告態度的

中介因子，也說明了過往研究在廣告態度上，為何比較式手法會產生負面效果

的原因，並將過去文獻所未能解釋的部分加以釐清。 

影響比較式廣告中介效果模式的因素                                        

上述的中介效果模式也並非全然成立，根據前面關於知識信念的討論中，我們

可以知道閱聽人擁有的知識信念在不同程度時，會有不同的資訊處理過程與結

果，而這樣的差異會影響到上述廣告手法的中介效果模式的成立與否。以產品

知識來說，過去研究認為當閱聽人的產品知識高時，其資訊處理的過程會比較

有效率地處理產品相關內容，因而有較多餘的心智資源來對廣告的手法進行操

弄意圖的推論，反之，當閱聽人的產品知識低時，其必須耗費較多比例的心智

資源於產品內容的理解上，也使閱聽人對廣告手法操弄意圖推論會較少，因而

使得比較式手法的使用有無對廣告態度的差異影響，僅存在於產品知識較高的

閱聽人上，也就是說只有當產品知識高時，使用廣告手法對廣告態度造成的負

面影響才會出現。故上述的中介模式僅在產品知識高的閱聽人身上成立。  

相較於產品知識的相關研究，過去關於說服知識的研究相當的少，而我們在前

面關於說服知識的概念介紹中，也提到了說服知識對閱聽人操弄意圖推論程度

的影響，似乎正、反面兩種方向都有可能，而很可惜的是目前仍未有相關實驗

研究去辯證兩種方向究竟何者為真，所以當我們在推論廣告手法是透過引起操

弄意圖推論而影響廣告態度時，說服知識所扮演的角色與影響就難以推導出方

向性的假設，但若以一個對說服知識這個概念探索性研究的角色自居時，本研

究似乎可以去探索究竟閱聽人的說服知識會對其廣告訊息的處理有何影響，將

說服知識視同於產品知識所扮演的調節變項，去檢視前述廣告手法的中介效果

模式是否在不同說服知識下均成立，亦或有所差異。 

廣告態度受到比較式手法影響的面向                                       

雖然我們推論比較式手法是透過引起操弄意圖論，而影響廣告態度，但是卻沒

有對廣告態度受影響的面向有所說明，在過去的比較式廣告研究中，雖然有從

可信度的面向去探討，但是尚未有研究去分析操論意圖推論究竟會影響到廣告

態度的哪些面向。在過去關於廣告態度的研究中，廣告態度的內涵是否具備多

面向性曾引起相當多的討論，部分學者（Madden et al.，1988；Muehling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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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反對以往將廣告態度視為單一情感面向的測量方式，主張廣告態度應該

包括認知面向（相信的、真實的、有說服力的等）與情感面向（喜歡的、有趣

的、令人愉悅的等），有些學者則進一步將廣告態度分析出更多面向，如 Holbrook

與 Batra（1991）提出享樂、功利與有趣性等面向的廣告態度。儘管廣告態度

定義與測量仍有相當大的討論空間，但是本研究根據過去比較式廣告相關研究

在可信度方面的研究成果，決定採用上述 Madden等人的廣告態度分類定義，

將廣告態度分成認知面向的廣告信賴態度，以及情感面向的廣告喜愛態度，並

分別測量討論之。 

從過去比較式廣告在可信度的研究結果，我們可以合理預期比較式手法，透過

引起閱聽人的操弄意圖推論，會間接導致較低的廣告信賴態度。而在廣告喜愛

態度的面向上，雖然我們缺乏過去關於比較式手法對廣告態度情感面向上的相

關實證結果來協助推論，但是從 Chang（2000）的研究中顯示，操弄意圖推論

程度顯著對情感面向的廣告喜愛態度有負面的影響，也因此我們可以合理推

論，當比較式手法引起閱聽人對廣告的操弄意圖推論時，也應該會間接造成負

面的廣告喜愛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