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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 

實驗設計  本研究有三個自變項，均為受試者間變項（between-subject factors），分別為

產品知識（分兩個層次：產品知識高、產品知識低），說服知識（分兩個層次：

說服知識高、說服知識低）以及廣告手法（分兩個層次：比較式手法、非比較

式手法），故為 2 × 2 × 2 實驗設計，共有八個小組（condition）（見表 4-1）。

研究過程中，產品知識與說服知識為測量的自變項，所以會先對受試者進行第

一階段測量後，再根據所收集來的變項資料，各取其「產品知識」與「說服知

識」的中位數將受試者分成高、低組，分組時依照人數平均與隨機分佈的原則，

儘量減少人為分組對研究的影響，而廣告手法則為操弄的自變項，透過研究者

對廣告訊息內容的設計來控制分組，同樣也是遵循上述的原則，以求減少偏誤。 

                表 4-1 實驗分組表  

產品知識  說服知識  廣告手法  組別 

比較式廣告 A 
說服知識高 

非比較式廣告  B 

比較式廣告 C 

產品知識高 

說服知識低 
非比較式廣告  D 

比較式廣告 E 
說服知識高 

非比較式廣告  F 

比較式廣告 G 

產品知識低 

說服知識低 
非比較式廣告  H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兩次前測樣本均為國立政治大學大學部學生，來源採街人招募方式的
便利樣本，兩次前測各自獨立，其中產品選擇的前測共招募了 44人（男 21人，

女 23人），廣告稿設計的前測則招募了 20人（男 10人，女 10人）。 

正式的實驗則是徵求國立台灣大學大學部通識課學生為自願受試者，由於台灣

大學沒有傳播相關科系，所以沒有樣本對廣告傳播研究過於熟悉的干擾，而且

通識課的學生來自各學院科系，能有效減少樣本來源過於均質化等因素對研究

結果產生的影響。正式研究共有前、後兩次測量，所以是樣本都相同的重複測

量，而樣本來源則是採用公開招募的方式，招募的過程是先在「大氣環境」「地

球的奧妙」「媒介與社會」「昆蟲與人生」四堂通識課下課前十分鐘進行招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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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徵求課堂學生自願做受試的對象，受試者被告知要利用當週與下一週的課

堂時段進行兩階段的研究資料彙集，但不強迫參與並且以市價 100元的 CD收

藏盒做為禮品，增加課堂學生參與的意願。說明結束後，立刻對願意參與的受

試者進行第一階段的實驗測量，總計第一階段測量共有 199名學生參與（男 89

人，女 110人），根據回收資料分組，產品知識中位數為 5.28，說服知識中位數

為 5.57，據此分組。隔週的第二階段測量，四堂課共有 173人（男 74人，女

99人）繼續參與，總計兩階段測量的有效問卷完成率為 87％（173／199，各

組人數分佈詳見表 4-2）。 

  表 4-2 實驗受試者人數統計表 

產品知識  組別人數  說服知識  組別人數  廣告手法  組別人數  

比較式廣告 19 
說服知識高 42 

非比較式廣告  23 

比較式廣告 26 
產品知識高 88 

說服知識低 46 
非比較式廣告  20 

比較式廣告 27 
說服知識高 44 

非比較式廣告  17 

比較式廣告 20 
產品知識低 85 

說服知識低 41 
非比較式廣告  21 

 

產品選擇  在研究的產品選擇上，因為本研究中的廣告稿會採用明示的優勢比較式手法，
而為了配合比較式手法條列對比的性質，所以選擇理性且強調功能屬性的電子

資訊類產品做為實驗的產品類目，以減少其他因素對實驗的影響。接著，研究

者主觀選出四種電子資訊產品，分別是「筆記型電腦」、「數位相機」、「個人數

位助理」（俗稱 PDA）與「印表機」，再透過問卷測量消費者對這四種產品所擁

有的產品知識程度，由於過去缺乏這四種產品的產品知識量表，故均需自行設

計量表。  

量表設計過程中，研究者依據過去文獻對產品知識的分類研究，分別測量產品

知識的客觀面向與主觀面向，而各面向下的題項則參考研究當季最新的電子資

訊產品雜誌「PC SHOPPER 電腦暨周邊產品採購寶典」，另外，也同時詢問受

試者對該產品心中的最佳品牌為何，採開放式問答，以利選擇時分析之用。綜

合上述，所形成四種產品的簡要知識量表（見附件），僅供研究初期產品選擇之

用，待實驗的產品選擇確定後，會再進一步對所選定的產品設計更完整的產品

知識量表。 

將使用設計完成的量表給予王蕙玲小姐（政大廣告系電腦教室專任助教）、黃國

偉先生（資訊策進會助理工程師）與黃志豪先生（勤業顧問公司科技顧問）等

人審閱，並依據其意見修訂，使這四個電子資訊產品的簡要知識量表得到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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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度後，再招募 44位政治大學學生進行資料收集。參與資料收集的受試者為

便利樣本，採團體卷自填法，由於問卷同時測量 4種產品的知識，是為重複測

量的設計，但是為了避免前後順序導致研究結果的偏誤，所以在問卷中採用對

抗平衡的方式，輪流擺放各產品知識量表的順序，以減少量表順序所造成的影

響。而四種產品的知識測量資料經收集分析後，我們將分析的結果依下列原則

篩選出最適合的產品。  

原則一：消費者的性別對該產品的主觀知識與客觀知識應該無顯著差異。  

過去關於電子資訊產品的認知，都普遍認為男性會比女性擁有較高的產品知

識，這樣的既存認知與我們所收集的資料分析結果相當一致（見表 4-3），四種

產品中除了印表機的產品主觀知識外，其餘產品的主觀與客觀知識均呈現男性

高於女性的趨勢，儘管有這樣的現象，為了避免因為性別所造成研究解釋上的

差異，本實驗所選用的產品，其知識仍應當選擇在性別上沒有顯著差異的產品

會比較適合，於是我們再進一步對各產品的知識進行性別的 t檢定（見表 4-4），

資料分析結果發現了「數位相機」在產品的主觀知識與客觀知識在性別上的差

異達到顯著，男性的得分是顯著高於女性的；另外，「印表機」的產品主觀知識，

在基本統計的結果中出現女性高於男性的結果，也達到顯著。至於性別對其餘

產品的主、客觀知識的差異則都未顯著，故根據篩選的原則一，建議「筆記型

電腦」與「個人數位助理」可做為本研究的產品選擇。  

 

表 4-3 性別對各產品的產品主觀知識與客觀知識平均值  

  男 女 合計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產品主觀知識  
      

 筆記型電腦 3.76  1.11 3.29  1.60 3.52  1.39 

 數位相機 3.35  1.39 2.47  1.35 2.89  1.42 

 個人數位助理 2.31  1.08 2.18  1.21 2.24  1.14 

 印表機  3.86  1.24 4.49  1.34 4.18  1.32 

產品客觀知識  
      

 筆記型電腦 5.15  1.32 5.04  1.39 5.58  1.12 

 數位相機  4.95  1.82 4.61  1.50 5.06  1.07 

 個人數位助理 4.60  1.95 3.80  2.19 4.55  1.10 

 印表機  5.43  1.03 5.20  1.37 5.58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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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性別對各產品的主觀知識與客觀知識的 T檢定結果  

    t值 顯著性  

產品主觀知識    

 筆記型電腦   1.39 .27 

 數位相機    1.42   .02** 

 個人數位助理    1.14 .36 

 印表機    1.32  .06* 

產品客觀知識  
  

 筆記型電腦   1.12 .42 

 數位相機    1.07  .09* 

 個人數位助理    1.10 .24 

 印表機    1.12 .42 

*表顯著性 p＜0.1（單尾）,**表顯著性 p＜0.05（單尾）  

 

原則二：消費者對該產品的主觀知識與客觀知識的高低分佈應該接近低闊峰、

偏態對稱。 

    本研究的自變項之一「產品知識」是將實驗參與者依其產品知識程度分成高、

低兩組，故選用的產品應該在產品知識的分佈上呈現高低差異明顯，以利於實

驗的分組達到區辨的效度，換言之，在統計上則應該呈現低闊峰甚至雙峰的產

品知識最為適合。另外，為了避免分佈上的偏誤對分組造成執行上的困難，選

用的產品其知識也應該避免偏態，而應該選取產品知識分佈高低對稱的產品。

根據上述的原則，我們依性別不同各自分析了這四種產品的主、客觀知識分佈

的峰度與偏態（見表 4-5），結果發現「數位相機」與「個人數位助理」在峰度

上都出現了高峽峰（產品知識過度集中）或正偏態（產品知識都偏低）的情形，

故依照產品選擇的原則二，我們僅推薦「筆記型電腦」與「印表機」適合做為

研究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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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各產品的主觀知識與客觀知識的分佈峰度與偏態  

  男 女 

  峰度 偏態 峰度 偏態 

產品主觀知識          

 筆記型電腦 －1.12（低闊）    .16（對稱）    .48（常態）    .81（對稱） 

 數位相機   －.73（常態）  －.19（對稱）   1.29（高峽）   1.29（正偏） 

 個人數位助理    .25（常態）    .87（對稱）   1.12（高峽）   1.13（正偏） 

 印表機  －.02（常態）  －.57（對稱）  －.57（常態）    .21（對稱） 

產品客觀知識  
        

 筆記型電腦 －1.01（低闊）  －.60（對稱）  －.51（常態）  －.60（對稱） 

 數位相機     .25（常態）  －.69（對稱）    .40（常態）  －.69（對稱） 

 個人數位助理   1.01（高峽）  －.06（對稱）    .27（常態）  －.06（對稱） 

 印表機  －1.01（低闊）  －.60（對稱）  －.51（常態）  －.60（對稱） 

峰度＜－1為低闊峰，峰度＞1為高峽峰，峰度介於 1~－1為常態。 

偏態＜－1為負偏態，偏態＞1為正偏態，偏態介於 1~－1為對稱。 

 

原則三：該產品存在一個領導品牌，且該品牌在消費者心中最佳品牌的佔有率

與次佳品牌成顯著差異。  

由於本研究的自變項之一「廣告手法」選用明示的優勢比較式手法，需要對該

產品的領導品牌做明顯的屬性的逐一比較，故在產品選擇上必須存在一明顯可

知的領導品牌。我們將所收集到受試者所認定各產品的最佳品牌的回答次數加

以統計（見表 4-6），找出最佳品牌次數最多的前兩名，分別為領導品牌與次加

品牌，接著再進一步對兩者次數進行卡方檢定，若次數上的差異達到顯著，則

表示該產品的確存在單一領導品牌，分析的結果（見表 4-7）發現，「個人數位

助理」與「印表機」的領導品牌與次佳品牌，其受試者回答的次數幾乎相同，

並不存在有一優勢領導品牌，而「數位相機」雖然其領導品牌的次數高於次佳

品牌，但卡方統計的結果並不支持這樣的差距達到顯著。僅有「筆記型電腦」

的卡方統計分析結果達到顯著，符合此一要求，即 IBM為筆記型電腦的領導品

牌，而其餘產品均缺乏一個單一的領導品牌，故根據產品選擇的篩選原則三，

我們應該推薦「筆記型電腦」為本研究的實驗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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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各產品的最佳品牌排名與佔有率 

  次數 佔有率  備註 

  筆記型電腦  
   

 IBM 14 31.8% 領導品牌  

 Acer 4  9.1% 次佳品牌  

 Asus 2  4.5%  

 Compaq 1  2.3%  

 Mac 1  2.3%  

 沒答 or亂填 22 50.0%  

 總計 44 100%  

  數位相機 
   

 Canon 9 20.5% 領導品牌  

 Sony 5  11.4% 次佳品牌  

 Fuji 2  4.5%  

 Nikon 2  4.5%  

 Olympus 1  2.3%  

 Panasonic 1   2.3%  

 Philip 1  2.3%  

 沒答 or亂填 21 47.7%  

 總計 44 100%  

  個人數位助理  
   

 Palm 3  6.8% 領導品牌  

 Sony 3  6.8% 次佳品牌  

 Casio 1  2.3%  

 IBM 1  2.3%  

 Motorola 1  2.3%  

 沒答 or亂填 11 29.0%  

 總計 44 100%  

  印表機 
   

 Epson 16  36.4% 領導品牌  

 HP 13  29.5% 次佳品牌  

 Canon 3  6.8%  

 Lexmak 2  4.5%  

 沒答 or亂填 10 22.8%  

 總計 4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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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各產品的領導品牌與次佳品牌卡方分配檢定結果  

  卡方值   顯著性 

筆記型電腦（ IBM vs. Acer） 5.56               .02**       

數位相機（Canon vs. Sony） 1.14          .29         

個人數位助理（Palm vs. Sony）  .00         1.00         

印表機（Epson vs. HP）  .31          .58         

**p＜0.05 

 

最後的產品選擇分析結果                                                  

根據上述依三個篩選原則分析的結果，我們整理如下（見表 4-8），可以知道四

個產品之中，「數位相機」、「個人數位助理」與「印表機」均未能通過這三項篩

選原則，僅有「筆記型電腦」完全符合三個原則的標準，故根據本次前測收集

資料所分析的結果，我們決定選擇「筆記型電腦」做為本研究所使用的產品，

而在研究中比較式手法所採用的被比較品牌，就是該產品顯著的單一領導品

牌：I B M。 

 

表 4-8 產品選擇的量化篩選評估結果      

                    產品 

篩選原則    

筆記型

電腦 

數位 

相機 

個人數

位助理  
印表機  

原則一：消費者的性別對該產品的主觀知

識與客觀知識無顯著差異。  
? ╳ ? ╳ 

原則二：消費者對該產品的主觀知識與客

觀知識的高低分佈應該接近低闊

峰、偏態對稱。  

? ╳ ╳ ? 

原則三：該產品存在一個領導品牌，且該

品牌在消費者心中最佳品牌的佔

有率與次佳品牌成顯著差異。  

? 

（IBM）

╳ 

 

╳ 

 

╳ 

 

篩選結果  適合 不適合  不適合  不適合  

?表示符合原則，╳表示不符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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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設計  本研究的自變項之一「廣告手法」為操弄變項，採用比較式手法的使用與否做
為其操作性的定義，為了配合本研究所專注的平面媒體，以及先前選定的實驗

產品：「筆記型電腦」，研究者蒐集了當期的資訊雜誌與報紙等媒體中，關於筆

記型電腦的平面廣告，並加以整理參考後，設計了兩張適用於本研究的筆記型

電腦廣告槁（見附件），其中一張採用比較式手法，針對筆記型電腦的領導品牌

IBM進行明示的優勢比較，分別將兩者的產品屬性分兩邊陳述羅列，並加上比

較的口吻表達出比較品牌優於被比較品牌；另外一張為非比較式廣告稿，採正

面的自我優勢陳述方式，不與任何品牌比較。 

為了減少品牌對研究的影響，兩張廣告稿的廣告主品牌均捨棄既存的品牌，採

用虛擬新品牌 AST，廣告中的比較（比較式稿）或是陳述（非比較式稿）的論

點，則是根據先前筆記型電腦的產品知識量表中，選擇專家評定最為重要的前

五項購買考量，做為廣告內容中的陳述或比較要點，分別是對 CPU、電池、重

量、RAM與售後服務這五項屬性進行比較。 

廣告稿的前測                                                           

為了確保在正式實驗施測時，廣告稿的比較式手法能操弄成功，我們招募了 20

位便利街人樣本的政大學生，隨機分兩組 10人，各自對這兩張廣告稿其一進行

前測，期望受試者能有效區別兩張廣告稿在操弄手法上，比較程度的不同；另

外，也期望這樣的差異會反映在受試者對廣告稿的操弄意圖的推輪程度，以及

廣告態度上。前測的統計結果發現（見表 4-9）在比較程度上，前測受試者認為

比較式廣告稿的比較程度高於非比較式的廣告稿；而在操弄意圖的推論上，比

較式廣告稿也的確引起較高程度的操弄意圖推論，這樣的關係也反映在前測的

廣告態度上，比較式廣告造成較低的廣告喜愛與信賴態度。 

我們將上述比較式廣告稿與非比較式廣告稿兩組的關係做 t檢定，發現除了廣告

喜愛態度以外，其餘均呈現顯著（見表 4-10），故兩張廣告稿的前測結果符合研

究的要求，適用於本研究。  

 

表 4-9「比較式」與「非比較式」廣告稿的「比較程度」、「廣告態度」與「操

弄意圖推論」平均值  

  比較式  非比較式  合計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比較程度  9.60  1.71 6.90  2.42 8.25  2.47 

廣告喜愛態度  3.94  1.01 4.16  1.04 4.05  1.00 

廣告信賴態度  4.43   .96 5.03   .92 4.73   .96 

操弄意圖推論  3.93   .29 3.40   .51 3.67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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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比較式」與「非比較式」廣告稿的 T檢定結果  

    t值 顯著性  

比較程度  －2.88  .01*** 

廣告喜愛態度     .48 .32   

廣告信賴態度    1.43           .08* 

操弄意圖推論  －2.91           .00*** 

*表顯著性 p＜0.1（單尾）,**表顯著性 p＜0.05（單尾）, ***表顯著性 p＜0.01

（單尾）  

 

變項定義與  研究主要變項                                                           

「產品知識」 :本研究的自變項之一「產品知識」為閱聽人既存的心理變項，故

採用事先測量的方式，於第一階段的測量中收集資料，而所謂產品知識，就是

指閱聽人對廣告中產品所擁有的相關信念。由於本研究經前測分析選定的產品

「筆記型電腦」在過去並沒有相關可用的產品知識量表，加上電子資訊產品的

生命週期相當短暫，發展變化極大，所以即便有現成量表也可能不符現況所需，

故本研究自行設計一筆記型電腦的產品知識量表（量表形成過程與詳細題項資

料請參見附件），並以該量表的得分做為本研究產品知識的操作型定義，並將受

試者依其量表得分排名取其中位數，區分成高、低兩組，以裨進行結果的分析。 

「說服知識」：本研究的第二個自變項「產品知識」，也是閱聽人既存的心理變

項，同樣也採用事先測量的方式，於第一階段的測量中收集資料。根據 Friestad

與 Wright（1994）對說服知識的定義與分類，說服知識所包含的面向相當的廣

泛，但是過去相關研究多著重在閱聽人對廣告主說服意圖的認知程度這個面向

上（Boush et al.，1994；Friestad & Wright，1995；黃聖哲，2002），其中 Boush

等人以及 Friestad與 Wright 都曾設計出測量閱聽人對廣告主說服目的知識信念

的量表，但是 Friestad與 Wright 的量表是在以說服知識為單一主題的研究中所

提出的，故該量表的題項相當多，並不適用於本研究，反觀 Boush的量表僅有

八個題項，而且採用 Likert 7點同意尺度量法，相當容易作答，過去黃聖哲（2002）

對台灣地區大學生的說服知識研究也採用該量表，且該量表的信度與其理論上

的建構效度都相當良好，故本研究也採用此量表的的分情形，做為說服知識的

操作型定義（量表題項請參見附件），同產品知識一樣，將受試者依其量表的得

分排名取其中位數，區分成高、低兩組，以裨進行結果的分析。 

「廣告手法」：本研究探討的主題「廣告手法」，是採用比較式手法為操弄設計

的自變項，分成比較式手法與非比較式手法兩種水準，運用於第二階段資料收

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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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操弄。由於比較式手法的種類相當多，為了與過去的研究一致，本研究選

用最常見的直接優勢比較法，將研究選擇的產品 AST筆記型電腦與領導品牌

IBM進行優勢比較，文案中兩品牌所比較的屬性，則是根據專家建議購買筆記

型電腦時的重要考量中挑選五項屬性進行比較（見筆記型電腦產品知識量表的

附件說明）。 

「操弄意圖推論」：對於廣告主操弄意圖推論的測量，是在第二階段受試者看過

實驗刺激物— 廣告稿後才測量。過去討論到操弄意圖推論的研究中，Compbell

（1995）曾設計出 6個題項作為測量使用的量表，而 Chang（2000）則在該量

表 後增加兩題用於其研究中，故本研究就採用 Chang使用的量表，共八題陳

述句，採 Likert 7點同意量表形式，詢問受試者對陳述內容的同意程度，（1表

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 

「廣告態度」：閱聽人的廣告態度，也是在第二階段受試者看過實驗刺激物— 廣

告稿後才測量。廣告態度的測量有許多量表可供使用，本研究將廣告態度分成

情感面向的「廣告喜愛態度」與認知面向的「廣告信賴態度」兩個概念，所以

我們採用 Madden, et al.（1998）的喜愛態度量表與 Beltramani（1982）的信

賴量表混和做為我們的量表，兩個量表都是使用形容詞題項合計九題，詢問受

試者是否同意對欲測量目標的形容，也是 Likert七點量表形式，在本研究中即

詢問受試者是否同意對廣告的形容（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 

「被比較品牌忠誠度」：有鑑於過去比較式廣告相關研究的建議，應當將被比較

品牌的忠誠度納入討論考量，而本研究中的被比較品牌為 IBM，所以本研究就

採用 Yoo與 Donthu（2001）的品牌程度量表，測量受試者對 IBM的品牌忠誠

度，於第一階段的測量中收集資料，以裨研究結果分析時之共變控制。 

 

實驗程序與  實驗分兩階段進行，分別是在 2001年 12月 25日至 2002年 1月 5日兩週間舉

行，一共四堂課各兩場，每場實驗進行的場地均在授課地點教室中進行，過程

中嚴 禁他人出入，所以實驗的環境都是不受外界干擾的教室中進行，以避免情

境因素影響受試者，對本研究造成干擾。為了減少兩次測量間的干擾，研究者

宣稱這兩階段各自是政治大學張卿卿副教授與郭貞教授的研究（已事先取得兩

位當事人同意），同時也提高研究者的可信度，增加招募的人數與完成率。 

首先，於第一週的課堂結束前，對上課的同學說明研究的流程與招募說明，並

以精美 CD禮盒作為完整參與研究的贈品，以提高招募人數與完成率。同意參

與的受試者先於第一週課堂說明結束後，填寫第一階段測量的問卷，在填寫前

研究者事先要求按題項順序填寫，切忌漏答，過程約費時 10分鐘。  

隔週同一時段課堂上，已參與過第一階段的同學繼續進行正式的第二階段實驗

測量，第二階段同樣先說明實驗流程，要求受試者填寫前先翻閱廣告稿（包括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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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廣告與實際的刺激物），爾後再進行問卷的填答，過程中要求受試者依問題

順序填答，並禁止受試者重新回頭翻閱廣告稿與已填寫的問卷頁數。接著，再

將受試者根據第一週的測驗結果分組，以唱名的方式要求受試者領取各自的廣

告稿與問卷，俟所有參與人員都領取廣告稿與問卷後，開始進行填寫問卷，結

束後經研究者檢查核可方領取贈品。整個過程約費時 20分鐘，詳見表 4-11。 

表 4-11研究流程圖 

 
研究說明 

填寫問卷 

繳回問卷 

實驗說明 

發放夾子 

翻閱廣告 

填寫問卷 

繳回問卷 

領取贈品 

研究結束 

第
二
階
段 

第
一
階
段 

研究者說明前、後兩階段研究分屬不同

計畫，以減低彼此間的干擾。 

受試者先填寫產品知識、說服知識與其

他相關變項的量表，並留下基本資料。 

檢查問卷，並將資料輸入整理，依據變

項得分加以分組。 

再次向受試者說明研究流程，並要求其

依序翻閱，不要漏答。 

根據分組結果，將廣告夾子分派給繼續

參與第二階段的受試者。 

受試者先翻閱無文案的填充式廣告，再

翻閱本研究主要的廣告稿。 

測量受試者翻閱廣告後的廣告態度，以

及一些其他變項。 

受試者填寫完問卷後，連同廣告稿與夾

子交回。 

經研究者檢查問卷填寫無誤後，發給贈

品精美 CD收藏盒子一個。 

向參與的受試者致謝。 

隔     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