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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廣告效果 

 

一、廣告效果模型 

1. AIDA 模型 

Strong(1925)認為，廣告訊息會先提高消費者的注意(attention)、繼而保

持消費者的興趣(interest)、然後喚起消費者的渴望(desire)、最後引發消費者

的購買行動(action)。 

 

2. 效果層級模型(Hierarchy-of-Effects Model) 

Lavidge 和 Steiner(1961)則認為廣告是一種「力量(force)」，提出效果層

級模式。消費者會從對某產品或服務的存在一無所知開始，爬升六個階層而購買。 

 

a. 知曉(awareness)：消費者開始感覺此產品或服務的存在，但離提款機還很遠。 

b. 暸解(knowledge)：消費者知道此產品有什麼功能，購買有望。 

c. 喜歡(liking)：消費者喜歡此產品，對產品的態度正面喜愛。 

d. 偏好(preference)：不只喜愛，消費者對此產品的偏好超越所有替代品。 

e. 信服(conviction)：不只渴望買下此產品，消費者還堅信買的人是明智的。 

f. 購買(purchase)：消費者買了此產品。 

 

3. 創新採用模型(Innovation Adoption Model) 

Everett M. Rogers(1962)改進為創新採用模式，認為整個購買行為要考慮

到五個部份：知曉、興趣(interest)、評估(evaluation)、試用(trial)、採用

(adoption)。Rogers 更進一步認為，採用者之後還會有繼續採用或停止採用的

選擇，而不採用者也會有繼續不採用或變成晚進入者(later adoption)的選擇。 

 

4. 回應階段(Response stages) 

Kolter(2003)把多個廣告模型歸納為「認知(cognitive)」、「情感

(affective)」、「行為(behavior)」三個階段。廣告主把訊息塞到消費者心中，

來改變消費者的態度、或是促使他們行動。 

 

在廣告效果研究中，學者多以廣告回憶來衡量消費者的認知，以廣告態度、

品牌態度來衡量消費者的情感，並在無法直接觀測銷售量時、以購買意願做為消

費者行為的衡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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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廣告辨識與廣告回憶的量測方法 

一個好廣告必須讓消費者有深刻的印象。Solomon(1996)使用辨識法

(recognition test)和回憶法(recall test)來量測消費者對廣告的印象。辨識

法是將廣告內容物(subjects)呈現在消費者面前，問他們是否對這些內容物有印

象。回憶法則是請消費者自己回想廣告中有什麼內容。Schiffman 和 Kanuk(2004)

的看法類似。辨識法是給予消費者提示請他回憶廣告內容，回憶法則不給予提示。 

 

三、廣告態度與品牌態度的中介關係 

態度(Attitude)，由 Ajzen 和 Fishbein(1980)引述 Thurstone(1931)的說法

定義為「消費者對特定目標的情感」。範圍可從正面到負面、喜歡到不喜歡。

Lutz(1985)進一步將廣告態度(attitude toward the ad)定義為「消費者對某特

定情境下曝光的廣告，所反應喜歡或不喜歡的傾向」。品牌態度(attitude toward 

the brand)則是消費者對某特定品牌喜歡或不喜歡的傾向。 

 

MacKenzie 和 Lutz(1989)指出，在廣告效果的研究中，廣告態度是一個非常

重要的中介變數。Lutz(1985)以消費者對廣告訊息與廣告製作手法的涉入程度兩

個構面，劃分出四種廣告效果模型。見圖 2-1。 

 

 

圖 2-1 Lutz 的廣告效果模型 

實線箭頭代表有明顯的正向關係，虛線箭頭代表沒有關係或關係趨近於零。 

(資料來源：Lutz(1985),“Affective and Cognitive Antecedents of Attitude Toward the Ad: 

A Conceptual Framework,”Psychological Processes and Advertising Effects: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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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中的整體態度指的是消費者的廣告態度、對廣告商的態度、當天心情

等加總起來對廣告的整體態度。在四種不同模型中，廣告態度對品牌態度的中介

影響會稍有不同。例如，在消費者對廣告訊息與廣告製作手法涉入程度皆低的「完

全情感移轉模型」中，整體態度會影響廣告態度，而廣告態度會進一步影響品牌

態度。在消費者對廣告訊息與廣告製作手法涉入程度皆高的「雙重模式說服模型」

中，廣告認知會影響廣告態度，廣告態度則進一步影響品牌認知與品牌態度。 

 

Edell 和 Burke(1987)研究發現廣告態度也是一個中介變數。參考圖 2-2，

Edell 和 Burke 發現廣告曝光後，消費者對廣告的看法和感覺會影響廣告態度，

而廣告態度也會進一步影響品牌態度。 

 

 

圖 2-2 Edell 和 Burke 的廣告效果研究結果 

(資料來源：Edell & Burke(1987),“The Power of Feelings in Understanding Advertising 

Effects,”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三、購買意願的影響因素 

根據 Belch 和 Belch(1998)的定義，購買意願(Purchase Intention)是「消

費者考慮某個品牌的屬性和特質後的購買動機」，即消費者想要購買的程度。 

 

Ajzen 和 Fishbein(1980)認為，消費者的態度和其主觀基準，會影響其購買

意願，進而造成購買行為。不過此影響會受到消費者重視的影響者所干擾。見圖

2-3。 

 

圖 2-3 Ajzen 和 Fishbein 的態度與購買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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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Ajzen, Icek and Martin Fishbein(1980),Understanding Attitudes and Predicting  

Social Behavior.) 

第二節 分類理論 

 

一、類別基礎與片段基礎 

消費者對於接受到的外來資訊(例如廣告)有兩種處理方法：類別基礎法和片

段基礎法。Sujan(1985)整理多位學者的看法如下： 

 

1. 類別基礎法(category-based processes)： 

消費者會將所有現實中的物件進行分類。一旦消費者接受到外來資訊，就會

將其區分至消費者過去經驗中的某個類別。同時消費者對此類別的情感(affect)

將會非常迅速的套用在外來資訊上。 

 

2. 片段基礎法(piecemeal processes)： 

消費者對外來資訊使用片段基礎的評估方式，是將此外來資訊的各個相關屬

性一一進行評估。外來資訊對消費者的整體價值，也是由此外來資訊各個相關屬

性分別對消費者產生的價值加總而來。 

 

根據 Sujan(1985)的研究，當外來資訊與消費者過去經驗所建構的類別不相

符時，消費者對資訊會以片段基礎法來處理，並對外來資訊的各個相關屬性進行

較深入的評估思考，處理資訊的速度較慢。當外來資訊與消費者的類別相符時，

消費者對資訊將以類別基礎法處理，對此資訊的情感評估會非常迅速。 

 

二、情感觸發(schema-triggered affect) 

Schema 被 Bartlett(1932)定義為「一種把過去經驗組織起來的行動」，亦即

消費者會將過去經驗按照自己的想法進行「分類」，並將這些經驗的記憶儲存於

分好的類別中。Fiske(1982)認為消費者接受到外來資訊的刺激時，會在自己的

記憶中搜尋和此外來資訊符合的類別，並可能進一步觸發對此外來資訊的情感。 

 

根據 Fiske(1982)的研究，當消費者記憶中有和外來資訊高度符合的類別

時，消費者對此類別的情感會被激發出來、並反應在外來資訊的情感評估上。當

外來資訊和消費者的類別部份符合時，消費者激發出的情感將不如高度符合時來

的強烈。當外來資訊和消費者記憶中的類別皆不符合時，消費者將沒有可以被激

發的類別情感，對外來資訊的情感將不會受到對過去經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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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次文化 

 

一、次文化的定義 

根據牛津字典(1989)的定義，次文化的意義有兩種。其一，次文化是「由其

他文化衍生出的文化與此衍生過程」。其二，次文化是「一個較小、較次要的集

團，成員會分享特定的利益、興趣、與價值觀」。台灣的次文化族群相當多元，

例如「哈日族」、「台客族」、「去死去死團」、以及本研究欲探討的「嘻哈族」等。 

 

根據維基百科(2006)的定義，「哈日族」一詞出自哈日杏子的哈日族系列漫

畫。哈日族原指盲目崇拜、複製日本流行文化的台灣青少年族群，這群人從生活、

娛樂、思想上，大量地從日本文化中吸取養分。而現在哈日的範圍除了日本流行

文化、服飾外，也包含了日本傳統文化，一般只要看到一個人對日本某些領域很

著迷，就會被稱為「很哈日」。 

 

台客在 1990 末期被定義為「粗俗沒水準的台灣人」。但是藝人伍佰、張震嶽

等人自認是「新台客」，代表有活力、具有台灣特色(維基百科，2006)。於 2006

年舉辦的「台客搖滾嘉年華」演唱會，吸引了相當多認同「新台客」的歌迷，兩

天共六萬人次一同共襄盛舉(Street Voice，2006)。 

 

網路上許多單身者以「去死去死團員」戲稱自己，用搞笑、娛樂的風格表達

單身的孤單(維基百科，2006)。他們將網路上提及情人的文章視為讓人睜不開眼

睛的炫耀閃光彈、戲稱情人節為「閃光節」。所以電影「再見了！可魯」中可愛

的導盲犬「可魯」，也成為去死去死團員戲謔的單身必備物品(民生報，2006)。 

 

綜觀上述次文化現象，明白顯示了各種次文化族群皆對其次文化有高度的認

同與了解。 

 

二、次文化與廣告效果 

張雅琪(2000)對消費者的「哈日程度」與日文廣告效果進行研究。結果發現，

當消費者對日本文化認同程度愈高，對應的日文廣告效果愈佳。反之，當消費者

對日本文化認同程度愈低，對應的日文廣告效果愈差。此研究結果暗示了，當消

費者對某次文化的偏好愈高，對使用此次文化元素的廣告會有愈佳的廣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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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嘻哈 

 

一、嘻哈的定義 

根據牛津字典(1993)的定義，嘻哈(hip hop)有兩種意義。其一，嘻哈是一

種發源自紐約黑人及西班牙人的年輕人次文化，組成元素包括：饒舌樂、塗鴨藝

術、和霹靂舞。其二，嘻哈是和前述次文化相關的音樂，也就是嘻哈樂。政治議

題的饒舌伴隨粗糙有節奏感的背景音樂，是嘻哈樂的特色。 

 

大英百科全書(2006)的解釋類似，嘻哈是 1980 年代和 90 年代廣為流行的文

化運動；它也是饒舌音樂的背景音樂，這種把節奏性和(或)押韻詞句結合起來的

音樂風格成為此運動中最持久而影響最深遠的藝術形式。 

 

維基百科(Wikipedia)(2006)對嘻哈有更完整的介紹：嘻哈是一種文化演

進，始於 1970 年代紐約的非裔社區，包括布朗區(Bronx)、皇后區(Queens)、及

布魯克林(Brooklyn)。根據維基百科，「嘻哈(hip hop)」這個字是由 DJ Afrika 

Bambaataa 所發明，用來描述這個文化。嘻哈文化的發展歷史，可以說就是嘻哈

音樂的發展歷史。 

 

二、嘻哈元素 

嘻哈的組成元素，本研究引用大英百科全書及維基百科的定義，包括了四個

部份：饒舌(MCing)、DJing、街舞(B-Boying)、與塗鴨(Graffiti)，泛稱嘻哈四

大元素。目前也有人把
1
人聲口技(Beatboxing)納入嘻哈的第五個元素中。以下

的說明節錄自維基百科。 

 

1. 饒舌(MCing)：MC 即 master of ceremonies，也就是使用饒舌技巧表演的人。 

 

MC 的雛型源自牙買加的祭酒儀式。朗頌詩詞的司儀，演變為將押韻的語句

有節奏地說唱出來的 MC。MC 除了在派對及慶典中以饒舌技巧妙熱氣氛，在嘻哈

的發展過程中，饒舌競賽(MC battle)是 MC 不可缺少的重要活動。兩個 MC 在比

賽中除了要表現饒舌說唱技巧，更要以詞語向對方嗆聲。饒舌競賽的勝利者由觀

眾決定，MC 嗆的愈精采、觀眾反應愈熱烈，也愈可能贏得勝利。 

 

2. DJing：DJ 即 disk jockey，也就是使用機器設備播放音樂的人。 

 

                                                 
1 Beatbox 在台灣無通用的翻譯，本研究取其「由嘴巴發出的音效節奏」特色，譯為「人聲口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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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 的歷史比嘻哈的發展更早，早在 1940 年代已經有 DJ 在派對上播放爵士

樂。1970 年代的 Kool DJ Herc 是公認最早的嘻哈 DJ，他使用兩張相同的唱片，

發明了2碎拍混音技巧(break)。這個技巧讓 DJ 可以抽出特定的旋律一直播放下

去，不用擔心音樂停止。所以派對熱鬧氣氛可以一直維持下去。 

 

嘻哈 DJ 會使用的另一個技巧是3刷盤(scratch)，由 Grand Wizard Theodore

所發明、Grandmaster Flash 發揚光大。透過來回摩擦唱片，創造出特別的音效。

許多 DJ 改良並創造出更多新式的刷盤技巧，唱盤變得不再只是放歌的機器，而

是被當作樂器、以刷盤技巧演奏，這些 DJ 自詣為「唱盤表演者(Turntablist)」。 

 

3. 街舞(B-Boying)：B-Boy/B-Girl 原指霹靂舞者(breakdancer)。 

 

最早的 B-Boy 是 Kool DJ Herc 的樂迷。派對中的音樂播放到 break 段落時，

他們會下場秀出特殊的舞蹈特技。對霹靂舞者來說，尬舞(Battle)是展現舞技的

好機會。從基礎的4搖滾步(toprock)、排腿(downrock)，到風車(windmill)、頭

轉(headspin)等高級動作，完成愈高級愈危險的動作，舞者所獲得的掌聲和尊敬

就愈大。 

 

1980 年代，霹靂舞和5Poping、6Locking 等舞蹈風格被整合併入嘻哈舞蹈中，

此即所謂的舊派街舞(Old school)。當嘻哈音樂響起，舞者會交替跳出這些風格

的舞蹈。到了 1990 年代，嘻哈舞蹈變的更多元，融合更多種舞蹈發展成新派街

舞(New school)。B-Boying 也衍生為 Beat-Boying，不侷限在既定的舞蹈風格，

讓街舞擁有無限的發展空間。 

 

4. 塗鴨(Graffiti)： 

 

塗鴨，原本是幫派用來標記地盤的方式。1970 年代塗鴨風氣開始盛行，紐

約的創作者大量在地鐵車箱上揮灑他們的作品，抒發自己的想法或對政治的不

滿。其後，紐約市行使了「都市交通工具所有權(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迫使塗鴨創作者不再允許在車箱上作畫。於是，塗鴨紛紛轉向街

頭的牆角。當然，在全世界大部份的城市，在牆上塗鴨仍然是非法不被允許的。 

 

                                                 
2 「嘻哈美國」一書中，將 break 翻譯為「鼓奏式」混音技巧。但一般業界稱呼其為「碎拍」，

也較合乎此技巧「抽離音樂」的概念。 
3 Scratch 亦譯為「刮擦」、「刷碟」、或「打碟」。目前 scratch 技術不再侷限於摩擦唱片(碟)，

已有直接推動唱盤的技巧。整體來說，scratch 是控制唱盤轉動的技術。不需使用黑膠唱片的數

位唱盤也已開始大量生產。所以本研究使用「刷盤」做為 scratch 的譯名。 
4 搖滾步、排腿、風車、頭轉，皆霹靂舞的舞步。 
5 Poping 俗稱機械舞，藉由震動肌肉使動作不自然停止，讓舞者看起來像個機器人。 
6 Locking 即鎖舞，以鎖住手腳關節為特色。舊派的鎖舞舞者表演時會穿著打扮成小丑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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塗鴨創作者會使用顏色不同的噴漆當顏料，風格可以從簡單到複雜。最簡單

的標記(tag)，可以只是一個標誌符號或一個名字。複雜如「狂野風格

(Wildstyle)」的塗鴨，構圖上則有相連的字母、箭號、節點。正港的狂野風格

在非塗鴨創作者眼中可能會複雜到看不懂。 

 

5. 人聲口技(Beatbox) 

 

人聲口技的表演者(beatboxer)和 MC 有點類似。不同於 MC 強調歌詞的精緻

或旋律的流動，人聲口技表演者是把自己的嘴巴當作樂器表演的高手。凡舉鼓

聲、敲擊樂、甚至嘻哈 DJ 刷盤的聲音，都能用嘴巴模仿。最簡單的人聲口技就

是發出「碰、趴、碰、碰趴」的聲音來模仿鼓聲。 

 

人聲口技發源自 1980 年代，到了 1990 年代已經式微，直到 Rahzel 的出現

才又帶起了人聲口技的風潮。Rahzel 在 1999 年發行了史上第一張人聲口技專輯

「Make the Music 2000」。其中收錄的歌曲「Man vs. Machine」更表現了被喻

為「人聲口技四元素」的技巧。 

 

三、嘻哈在台灣的發展與現況 

陳明凱(2004)指出，嘻哈早在 1980 年代末即在台灣開始萌芽。但是一直到

1990 年代初才開始被大眾所認識與接受。1987 年，歌手庾澄慶以「報告班長」

首開台灣以饒舌方式表現的歌，台灣流行樂壇陸續出現了「L.A. Boyz」、DJ 羅

百吉、「豬頭皮」朱約信、「The Party」等帶有嘻哈元素的歌手或團體。其中，

1992 年出道的「L.A. Boyz」更是帶起了台灣的嘻哈風潮。 

 

蔡如音(2006)引述廣播主持人鄭開來與前L.A. Boyz經紀人劉瑋慈的說法指

出，L.A. Boyz 會紅和時機有關。鄭開來表示，1990 年代初嘻哈在美國已有相當

基礎，如果引進國外的東西就會紅，嘻哈樂在台灣早該很普遍了。原因在於當時

的台灣正逢選舉熱潮，許多參選者紛紛喊出台語口號，本土運動發展到高峰。劉

瑋慈表示，L.A. Boyz 的中、英、台語饒舌歌「配合天時地利，在整個社會本土

化的環境下，正好走運。」L.A. Boyz 的走紅不僅讓嘻哈樂在台灣快速撒播，團

員擅長街舞的特色，也開啟了台灣的街舞熱。 

 

十年後的今天，嘻哈在台灣不僅是7年輕人最愛好的音樂類型，流行樂壇的

歌手或團體也紛紛以嘻哈為號召。而街舞、DJ、塗鴨的表現也不惶多讓。各大專

                                                 
7 EICP(2005)。在年齡性別對「運動/音樂/顏色偏好－偏好的音樂(複選 3項)」的表現上，13-14

歲男性對「嘻哈/R&B/RAP/Hip-Hop/搖滾等」的偏好為 58.3%、13-14 歲女性為 21.7%，15-19 歲

男性為 41.7%、女性為 43.3%，20-24 歲男性為 39%、女性為 26.3%。和「國語流行歌曲」及「西

洋流行歌曲」共同列入上述族群偏好的音樂類型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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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8幾乎都成立了熱舞社，街舞表演、街舞大賽盛況空前。嘻哈 DJ 在派對上是

少不了的角色，許多夜店也常常邀請國外知名的嘻哈 DJ 訪台進行交流。而街上

誇張的塗鴨在各大城市也隨處可見。嘻哈已經是被台灣人認識及可以接受的次文

化。 

 

四、嘻哈的商業價值 

十多年前 Cyndee Miller(1993)即指出，許多大企業紛紛開始為自己標上「嘻

哈」的標籤，為的就是迅速打入都會年輕人(urban youth)的市場。例如可口可

樂公司在 1980 年代末即邀請 Run DMC 等嘻哈歌手擔綱廣告演出。Queen Latifah

為 Gap 服飾代言，KFC 也請來 MC Hammer 為其代言。 

 

今天嘻哈有沒有搞頭？Marketing Week(2004)引用了行銷研究公司 NPD 

Group 的統計資料告訴我們，2003 年嘻哈曲風的 CD 銷售金額約十億美金，同年

的嘻哈產業總值估計超過一百億美金。如此龐大的商機，也難怪近年來什麼東西

都硬是要和嘻哈扯上邊了。 

 

這麼好康的生意，原本就是做嘻哈音樂的藝人當然不會缺席。例如 Def Jam

唱片公司的老闆 Russel Simmons 除了賣音樂，也將他的事業版圖擴展至服飾、

電視、電影、首飾、甚至金融服務等。Marketing Week 指出，全世界估計有超

過四千五百萬的消費者，在對 Ressel Simmons 擁有的 SLMG 集團所販賣的嘻哈相

關商品進行消費，而這群 13 到 34 歲的消費者有八成是白種人。南方朔(2004)

亦指出，「嘻哈」不再只是美國黑人青少年的「次文化」，它所型塑的風格，經過

資本主義商品化的過程中的被「佔用」及「改竄」，逐漸變成了一種新的「時尚」。

嘻哈征服了紐約和洛杉磯，也漸漸開始要征服全世界。 

 

造成黑人文化的消費者大半不是黑人的詭異現象，要感謝 MTV 電視台的「Yo! 

MTV Raps」節目(Miller，1993)。「Yo! MTV Raps」是電視史上第一個播放嘻哈

音樂的節目，始自 1988 年、結束至 1995 年。這個原為一週一次的兩小時音樂節

目，於 1993 年開始大大走紅，一度調整為一週播放六天(Wikipedea，2006)。在

當時網路媒體不若今天發達的 1990 年代，也難怪「Yo! MTV Raps」會成為青少

年吸取資訊、快速散播的管道了。 

 

 

 

                                                 
8 GOOGLE(2006/06/09)。2006 年 6 月 9日取自：www.google.com.tw。在 GOOGLE 上以「大學」及

「熱舞社」做為關鍵字、限定在台灣的網頁搜尋，將出現驚人的 52,500 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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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說故事 

 

一、故事的定義 

根據牛津字典(1989)的定義，故事(story)是「已發生過的重要事件或知名

人物相關的真實記載」、「一段歷史」、或是「娛樂聽者或讀者的一段敘述，通常

是虛構的。由一串事件架構出這個故事的主題」。說故事(storytelling)則被定

義為「說故事的行為」。 

 
9McKee(2003)認為，故事就是「平凡生活中出現的突發事件(inciting 

incident)，主角面對突發事件後對抗阻力、做出選擇的過程」。故事不能是平鋪

直述，要呈現出預期和現實間的掙扎。McKee 更指出，故事有兩個原則、四個關

鍵問題。 

 

1. 故事原則 

原則一：要讓人們了解自己生活在恐懼中，恐懼就是你不知道即將會發生什

麼事，或是知道即將發生的事卻無力阻擋。 

原則二：說書人要抱持懷疑的態度。讓聽眾想要追尋真相。 

 

2. 故事的關鍵問題 

a. 故事主角為了恢復平靜，想要(desire)做什麼？ 

b. 「什麼」阻撓主角無法實現渴望？ 

c. 主角面臨阻力，採取什麼行動？ 

d. 說書人相信自己說的故事嗎？ 

 

Srinivasan(2005)整理 Fog(2005)等人的看法，認為講故事應用在建立品牌

時的目的是要讓人能識別(identity)出一間公司的「核心故事(core story)」。

他們指出故事包括了四個元素。 

 

3. 故事四元素 

a. 訊息(message)：故事給人的「啟示」，好的故事一次只強調一個啟示。 

b. 衝突(conflict)：衝突讓故事更引人入勝，沒有衝突點的故事只能算是個

普通事件。 

c. 主角(characters)：遭受衝突的人，故事中的英雄。故事的進行就是英雄

解決衝突的過程。故事中通常會安排「恩人

(benefactor)」和「支援者(supporter)」來幫助主

                                                 
9 哈佛商業評論訪問 McKee 一文，取自「用故事打動人心：與編劇教練羅伯特．麥奇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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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克服困難打倒敵人。 

d. 劇情(plot)：故事的章節。 

 

Srinivasan 提到，故事要說的漂亮、角色們必須非常清晰，讓人很容易分

辨出主角、恩人、敵人，以及主角要達成的目標。衝突的範圍包括「從衝突出現

開始、主角無路可退的時機、衝突強度增加、故事最高潮，最後衝突被解決、消

退」。劇情和故事不同的地方在於劇情是片斷的。所有的劇情加總起來一直到衝

突被解決為止，才算一個完整的故事。 

 

二、故事與廣告效果 

根據 Escalas(2004)的研究，廣告的心理模擬性愈強，消費者進行故事轉換

得到的廣告故事性愈強。廣告故事性愈強，消費者反應的廣告態度和品牌評估

(brand evaluations)也愈佳。見圖 2-4。 

 

1. 心理模擬(mental stimulation)： 

Escalas 引述 Taylor 和 Schneider(1989)的說法，心理模擬可以視為「假

設性劇本的知覺架構」。Escalas 另引述 Fiske(1993)的說法，心理模擬「通常

是故事或記敘文的形式」。說的白話一點，心理模擬就是叫你「想像一個故事」。 

 

2. 故事轉換(narrative transportation)： 

Escalas 引述 Bruner(1990)和 Fiske(1993)的說法，故事架構具有「時間表」

和「因果關係」兩個元素。Escalas 再引述 Green 和 Brock(2000)的解釋，故事

轉換即「沈醉在文本裡」甚至「迷惑在故事中」。既然心理模擬有故事的架構，

進一步到故事轉換，每個人會各自發展出自己想像的故事情節。 

 

 
圖 2-4 Escalas 的研究結果 

(資源來源：Jennifer Edson Escalas(2004),“Imagine Yourself in the Product: Mental 

Simulation, Narrative Transportation, and Persuasion,”Journal of Advert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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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理性與感性 

 

一、理性與感性產品 

呂玉華(1989)與林靈宏等人(1994)的研究中，皆對產品或服務的特值以理性

資訊及感性資訊進行分類，其使用的產品理性與感性屬性整理於表 2-1。 

 

表 2-1 理性感性屬性分類表 

學者 呂玉華 a 林靈宏 b 

價格的合理 價格合理 

公司信譽 公司信譽與服務 

功能品質 功能齊全 
理性屬性 

使用(消費)難易度 品質優良 

氣氛外觀 外觀塑造的氣氛 

符合自己感覺 發揮自我形象 

流行 符合流行趨勢 
感性屬性 

品牌代表之社會意義 品牌代表之社會意義 

(資源來源：a呂玉華(1989)，「產品特質」、「資訊價值」與「企業行銷策略」關係之研究。b林

靈宏、劉水深、洪順慶(1994)，消費品類型、創新類型與新產品行銷策略關係研究，管理評論。) 

 

呂玉華進一步以理性與感性為兩個構面，將產品分為四個集群：「感性理性」

集群、「理性集群」、「感性集群」、與「無」集群。各集群的產品見表 2-1。 

 

表 2-2 產品集群對應之產品項目 

集群 集群一 集群二 集群三 集群四 

名稱 感性/理性 理性 感性 無 

自用汽車 個人電腦 內衣 食米 

音響 醫療就診 保養化妝品 衛生紙 

電視 存款款目 色彩化妝品 口香糖 

住屋 電話機 洗髮精 研磨咖啡豆 

機車 電話答錄機 電影 啤酒 

手錶 保險 理、洗、燙髮 搭乘計程車 

隨身聽 考試補習班 電視節目 堪輿或命理 

 選旅行社 腳踏車 礦泉水 

 選航空公司 燈飾 報紙 

 錄影機 彈簧床墊  

產
品
項
目 

 洗衣機 床罩、枕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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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波爐 香水或古龍水  

 選證券商 香檳  

 租賃汽車 品茗茶具  

  巧克力  

  皮包、手提包  

  外出服飾  

  家居服飾  

  日常外膳  

 

  宴請外膳  

(資源來源：呂玉華(1989)，「產品特質」、「資訊價值」與「企業行銷策略」關係之研究。) 

 

二、廣告的理性、感性訴求 

Kotler(2003)指出，訊息內容的訴求(appeal)有理性、感性、及道德三種。 

 

1. 理性訴求(rational appeals)： 

 

強調產品能產生訴求的利益，訊息強調產品品質、價值、效能等。一般而言，

工業產品的消費者對理性訴求的反應較顯著，他們對產品具有某種程度的知識、

對價值有辨識力，會多方收集資訊作比較。當產品單價較高時，消費者會傾向於

重視理性訴求的訊息。 

 

2. 感性訴求(emotional appeals)： 

 

激發消費者正面或負面的情感，刺激其購買。此時行銷人員會打出「10感性

賣點(Emotional Selling Proposition, ESP)」。 

 

正面的感性訴求有幽默訴求、愛的訴求、榮耀訴求、歡樂訴求等。幽默訴求

的廣告訴息被認為可以引起較多注意，但是也會妨礙消費者對廣告的理解。負面

的訴求則有恐懼、罪惡感、羞恥等，刺激消費者去做特定的事、或阻止消費者不

要做。例如不要人抽菸、酒後開車等。恐懼訴求在訊息來源信賴度高時較有效，

若訊息與視聽眾的想法差異太大時則會被反駁而不被相信。 

 

3. 道德訴求(moral appeals)： 

 

讓消費者感到訊息是正確與適當的。此訴求常被用在勸誡人支持某此社會活

動。 

                                                 
10 相對於強調產品功能的「獨特賣點(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 USP)」，ESP 是感性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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