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主要以三個漸進式的節次來討論研究主旨—「網路廣告中，台

灣與大陸之價值觀差異」。第一節是對於意義最廣大的「文化」進行瞭解，

思考兩岸的文化差異，再以具體的價值觀分析；第二節則是討論文化價值

觀與廣告之間的關係，以及從廣告訴求中衍生而出的價值觀意義有那些？

第三節介紹新興媒體—「網路廣告」，推敲網路廣告中的價值意涵，並以

此素材來比較兩岸的文化價值觀與訴求價值觀差異。 

 

第一節 文化價值觀 

文化價值觀在近年來是一個備受重視的議題，除了對文化內涵的討論

之外，跨文化研究更是許多學者投注研究的領域，尤其在 Hofstede（1980）

以 IBM 40幾個國家分公司研究之後，更使得企業界與學術界都開始關注

國際間的文化差異。以下從「文化」這個大議題開始，然後討論台灣與大

陸間的跨文化研究，最後介紹具體的價值觀向度。 

 

一、 文化 

長久以來各個領域的研究者對於「文化」的定義各有不同，沒有單一

的共識。有些學者認為文化是泛指人類的所有事物（如：Herskovits,1964），

有些則認為是共享的意義（如：Geertz,1973; Smircich, 1983），還有些學者

將文化等同於傳播（如：Hall, 1959）。 

文化最初的研究概念是來自於人類學家，Schein（1992）回顧過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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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學者的研究，對文化的概念進行統整，認為文化是群體共享的學習總

和，涵蓋群體內成員的行為、情緒和認知成分。Schein替文化下了一個正

式的定義：「群體在解決其外在適應與內部整合的問題時，學得的一組共

享的基本假定」。在群體、組織、或社會中的成員，需要經過某些共同學

習以形成一些共享的模式，這些模式最後都可稱為文化。若從世代傳遞的

角度來看，文化是上一代藉由社會化（socialization）的過程教給下一代，

也可平行來看文化是團體成員間共同形塑，這些團體可以是國家、族群、

宗教團體、或甚至是青少年幫派等（張滿玲，1997/1999）。 

然而文化涵蓋的範圍十分廣大，Schein（1992）從分析的角度認為可

將文化分為三個層次：人為飾物、外顯價值、與基本假定（請參考圖 2-1）。

其中人為飾物是指可見的組織架構與過程，如物理建築結構、服裝、使用

語言…等都屬之，此部分是顯而易見，但卻難以解讀；外顯價值是指成員

表露出來的價值觀；基本假定是文化最底層的部分，就像是一隻看不見的

手在實際操作行為，告訴群體如何去知覺、思考與感覺（Argyuris, 1976）。 

可見的組織架構及過程

（難以此解讀） 

基本假定 

外顯價值觀 

人為飾物 

策略、目標及哲學觀 
（外顯的判準） 

潛意識的、視為理所當然的

（價值與行動的終極來源）

 

圖 2-1：文化的層次 

資料來源：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2nd ed.), (p.17) by E. H. 
Schein, 1992,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Schein（1992）對文化的層次建構是目前在工商心理學領域大家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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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的，也是多數學者能接受的定義，其他學者雖也提出不同的文化層

次，但大抵都脫離不了 Schein 的三層次（任金剛，1996）。因此，本研究

亦沿用 Schein的層次建構以及文化定義，做為研究文獻分析之基礎，認為

文化是群體在解決其外在適應與內部整合的問題時，共享的學習總和，涵

蓋群體內成員的行為、情緒和認知，且包含包含人為飾物、外顯價值觀、

與基本假定三層次。 

 

二、 跨文化研究 

文化是群體共享的學習總和，那麼不同群體所學得的是否有差異呢？

從 Hofstede 在 1980 年發表的國家文化研究開始，跨文化研究的議題逐年

受重視，這也是因為全球化的趨勢，各地方的研究者都想瞭解各個文化之

間的異同。 

在 Hofstede（1980）的研究中，採用四個文化構面來分析比較，此四

個文化構面包含：權力距離（power distance）、不確定性規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個人或集體主義（individualism- collectivism）、與男性或女性

化（masculinity-femininity），再加上之後的長程或短程取向（long-term—

short-term orientation）（Hofstede，1994）共五個文化構面，是西方跨文化

研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其後有許多學者沿用 Hofstede的概念來進

行跨文化研究，如：Albers-Miller（1996）比較 11個國家在前四個文化向

度的差異；Ferle、Edwards與Mizuno（2002）透過 Hofstede的研究結果來

比較美國與日本文化，進而預測日本網際網路的發展趨勢。 

許多關於華人文化的研究也都採用 Hofstede的文化構念來進行，但卻

發現研究結果並不一致，鄭伯壎（1998）對此提出兩個解釋：其一，Hofst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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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本位（etic）的想法來界定文化，認為東亞文化具有共通性的，並不區

分東亞國家的差異，因此其建構的文化架構不一定能反映華人文化的本

質；其二，測量四個文化項度的題目有信、效度的問題，並不是一個好的

測量工具。 

雖然 Hofstede（1980）的研究受到一些後來學者的批評，但多年來研

究的累積，確實發現國家之間存在文化的差異（如：Alber-Miller & Gelb, 

1996；Ferle, Edwards, & Mizuno, 2002）。若再進一步作微觀分析時，東亞

國家應當也是存在著文化差異。因為華人地區看似可粗略歸為相同類型，

但事實上各個國家都有其傳統的歷史背景，將所有視為相同文化群似乎太

過於以偏蓋全，且目前已有一些直接或間接的研究結果支持東亞各國存在

著文化差異的說法（如：Massey & Chang，2002）。 

本研究對象—「台灣」與「大陸」，就是屬於較為微觀的文化差異研究。

雖然兩國同受儒家文化影響，但仍可發現海峽兩岸長期以來的文化發展依

然受到不同的環境影響，這些環境因素包括政治、社會、經濟、自然環境…

等。若以歷史長程的演進來看台灣本體，台灣歷經多個不同階段的外來文

化統治時期，從西班牙、荷蘭、日本、以致於漢人的統治，雖然歷史的演

進過程中，陸陸續續接受中華文化的影響，也經歷了漢人的治理，但卻是

一個典型的海島國家。 

鄭伯壎（1998）在「海峽兩岸組織文化之比較研究」一文中，曾對於

兩岸是否為共同文化群進行討論。他採用 Harrell（1982）的觀點，認為文

化是導來的，會因著地理環境、政經背景、科技發展…等種種情境脈絡而

發生變遷。若僅從近代歷史來看，也可發現兩岸分離、分治了五十年，雖

然過去部分共享相同的文化遺產，但可能因為不同的情境脈絡，使得各自

的文化價值觀產生差異。這些微觀的差異，假若沿用 Hofstede的五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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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念來進行，可能仍舊無法分析出兩岸可能存在的文化差異。 

在微觀的文化比較研究中，Schein（1992）文化三層次中的外顯價值

是比較適合的研究取徑。因為外顯價值在研究測量上而言，除了具有較大

的可行性之外，更可藉由具體的價值觀描述或比較，清楚呈現文化差異的

型態與程度，區辨出微觀的文化研究中的文化異同性。人為飾物的雖然易

於觀察，但卻難以解讀，研究者需有足夠長的時間身處於群體中，才能夠

對人為飾物有一些瞭解；而基本假定則是文化最基本的部分，能對文化進

行直接的瞭解，但是卻很難進行觀察與測量。因此，在文化研究中，價值

觀是相當重要且常使用的切入層次，本研究也是採取外顯價值觀層次來瞭

解台灣與大陸的文化差異狀況，以下針對價值觀的意義與研究將採用的價

值向度進行討論。 

 

三、 價值觀 

（一） 價值觀的意義 

傳統西方哲學中的價值理論與基督教文明有直接的關係，人們相信上

帝的存在是一切價值的根源，在上帝的律則下有一絕對的價值層級，「生

存」是較低的價值，而「真、善、美」是才最高的價值。而十六世紀文藝

復興後，在康德知識論的批判下，這種絕對存在的「價值客觀論」受到挑

戰，因而有了「價值主觀論」，認為事物的價值是由個人主觀的評價所來，

反對絕對存在的價值階級，是以「人」為本位的價值觀（黃光國，1992）。 

由於價值客觀論與價值主觀論都太過偏執於一方，因此又出現了「價

值情境論」一說，認為價值是「某主體在一特定的人類情境中對客體（價

值對象）進行評估活動。」（黃光國，1992）而且，價值觀並非固定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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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會隨著主體所處的情境而變。 

「價值情境論」的看法其實普遍反映於學術研究上，這從近年來「價

值觀」的相關研究中可以發現，不同領域、不同研究途徑的各個學者對於

價值觀的定義迄今卻仍無絕對的定論，便是因為各受其所屬「情境」所影

響而產生不同定義。 

在這樣多元的意見中，1973年 Rokeach出版的《人類價值之本質》（The 

Nature of Human Value），是較早期對於價值有清楚描述的重要著作。

Rokeach 認為價值觀包括三個本質：第一、價值是持久的，但並不是恆常

不變；第二、價值是一種信念；第三、價值是行為的表現方式或存在的最

終狀態。 

Rokeach 的三項本質提出的相當早，但概念完整，迄今仍有許多學者

繼續沿用，而且各個不全相同的價值觀定義大多涵蓋於這三個本質之內

（如：Schwartz，1994；Hetsroni，2000）。因此本研究也是採用 Rokeach

的看法，將價值觀視為一種持久的信念、行為表現的方式或存在的最終狀

態。 

 

（二） 價值向度 

由於不同學者的學術領域與切入觀點不同，因此價值向度也十分多

元，無論選用哪一個架構似乎都有捉襟見肘之感，沒有一個架構能夠完全

涵蓋所有的價值向度。因此，研究者是以 Rokeach（1973）對價值的解釋

為基礎，選擇最適用、最具代表性的價值向度來進行研究。以下先介紹

Rokeach 提出的價值向度，其架構脈絡清楚，結構簡單，是早期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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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之後，再介紹近期重要的價值向度研究。 

Rokeach（1973）建構出的價值類別，分為終極價值（terminal values）

與工具性價值（instrumental values）兩大類。其中，終極價值可分為個人

性價值（personal values）與個人內在狀況有關，以及社會性價值（social 

values）與社會人際關係有關；而工具性價值可分為道德價值（moral values）

是人際與罪惡取向，以及能力價值（competence values）為個人與羞恥取

向（請參考表 1-1）。 

表 1-1：Rokeach的價值向度 

個人性價值 個人內在狀況 終極價值 

（terminal values） 社會性價值 社會人際關係 

道德價值 人際與罪惡取向 
價值觀 

工具價值 

（instrumental values） 能力價值 個人與羞恥取向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編製 

Rokeach採用 36個價值觀題目進行研究，結果卻並不完全符合此架構

的預期，無法清楚分辨工具價值與終極價值。近期 Schwartz（1994）的研

究，以及 Schwartz與 Sagiv（1995）、Schwartz與 Sagie（2000）的研究都

是沿用 Rokeach 的價值概念，發展出 10 個價值類型，並將此架構應用於

跨文化的研究上（請參考表 2-2）。 

本研究是以微觀來探討台灣與大陸的文化差異，需要適用於跨文化研

究且細緻、具體的價值項目來進行分析，Schwartz及其與 Sagiv、Sagie等

人發展的價值架構十分適合本研究的研究取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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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Schwartz的價值架構 

向度 意義 

1. 自我導向（self-direction） 獨立思考與行動 

2. 刺激（stimulation） 生活中的刺激、新奇與挑戰 

3. 享樂（hedonism） 喜悅、愉快 

4. 成功（achievement） 透過能力獲得的個人成就 

5. 權力（power） 社會地位、控制或駕馭他人 

6. 安全（security） 社會、人際關係、與個人的穩定及和睦 

7. 服從（conformity） 抑制傷害他人或破壞社會規範的行為、意

念與衝動 

8. 傳統性（tradition） 尊重、承諾、遵照傳統文化或宗教的習俗

9. 仁慈（benevolence） 透過人際互動來保護和促進人類福祉 

10. 普世性（universalism） 體貼的、保護所有人類與自然的福祉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編製 

Schwartz（1994）認為這十個向度，分屬於兩個垂直的維度上：一是

開放性（ openness）與傳統性（ conservation）；二是自我提升

（self-enhancement）與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請參考圖 2-2）。開

放性中包含自我導向與刺激；傳統性中包含安全、服從、與傳統性；自我

超越包含仁慈與普世性；自我提升包含成功與權力；而享樂是分屬於開放

性與自我提升兩者。 

圖 2-2 中的相對的兩端之間，是有消長關係的，如：高「刺激」價值

觀的人，會有低「安全」價值觀。也就是「開放性」與「傳統性」呈現負

相關，「自我增強」與「自我提升」也是呈現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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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性 

仁慈 

傳統 服從 

安全 

權力 

成功 

享樂 

刺激 

自我導向

傳統性 
自我提升 

自我超越 開放性

 

圖 2-2：Schwartz十個價值向度的結構關係圖 

資料來源：Identifying culture-specific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 
(p.96), by Shalom H. Schwartz & Lilach Sagiv, 1995,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6(1). 

雖然 Schwartz的研究適用於跨文化的比較，且已經累積了一些研究結

果，但應用上因為題數多而受到一些限制。Stern（1998）將 Schwartz 在

1992年研究中所採用的 56個題目，精簡為 12題，以提升此價值架構與題

目的實用性（表 2-3）。值得注意的是，Stern研究結果發現維度的兩端並不

呈現消長關係的負相關，而是低度相關，與 Schwartz原先的架構不符，因

而推論價值可能不是以兩個垂直的維度來建構，應該是分屬「開放性」、「傳

統性」、「自我超越」、以及「自我提升」這四個群落上。另外，楊國樞（1992）

認為中國人的傳統性價值與現代性價值是能夠同時並存的，而非消長關

係，而這兩個價值近似 Schwartz所指的「開放性」與「傳統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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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楊國樞的研究也從旁支持 Stern 修正 Schwartz 的價值觀架構為四群

落，而非原本的二維向度。 

表 2-3：Stern（1998）的價值項目 

向度 項目 定義 

1.和平世界 和平、和諧或避免戰爭與衝突 

2.社會正義 糾正不公義之事、行公義之事、助人 自我超越 

3.保護自然 捍衛環境、保護自然、或顯示自然的重要性 

4.權威感 
表示出人際階層或社會地位上下的關係，有上對下

的領導、指使、權威，或下對上的服從、敬畏 

5.影響力 

對人和事可造成影響和衝擊 

使用產品對消費者產生影響或衝擊，或者是廣告中

的代言人間產生某些特定影響 

自我提升 

6.自我提升 
使用產品可以增加個人的某些方面的能力、條件、

優勢，包含物質，財產，金錢，健康，美貌…… 

7.敬重長者 強調敬重父母與年紀較大的長者 

8.愛的肯定 表現家庭或愛的關係存在，或強調家庭或愛的關係
傳統性 

9.自我操練 
指出為達到某目標而進行自我操練，或者明確表示

要自我節制、抵抗誘惑 

10.多變化 充滿挑戰、新奇、和變化，或是為新產品、新技術

11.刺激的 使人感到刺激興奮的經驗 開放性 

12.有好奇心 對每樣事物都有探索、好奇的興趣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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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Schwartz與 Sagie（2000）以 42個國家進行跨文化研究，結果

發現民主與開放的程度與四個價值類別呈現特定的關係，經濟開發與民主

程度較高的國家會有較高的「開放性」與「自我超越」，而較低的「傳統

性」和「自我提升」。因此不同民主程度與經濟開發程度的國家，會呈現

不同的趨勢。 

從 1949年共產黨取得大陸政權，國民政府退居台灣之後，兩岸因著政

治觀點的不同，經濟開發與民主程度並不相同。在經濟發展方面，台灣是

以西方資本主義為原則，促使經濟快速蓬勃發展；而大陸是採用馬列式社

會主義經濟型態，卻使得經濟蕭條，近來則是開放市場自由交易，雖然以

類似台灣的作法，但政府調控權仍然很大，企業必區承擔某些社會福利與

黨國政治的責任（鄭伯壎，1998）。 

民主程度上，台灣早期是以軍政統治，而後推行政治民主化，勵行投

票選舉，逐漸成為民主化的社會；而大陸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也強調民主

集中制，因此允許民主也中央集權（鄭伯壎，1998），在民主程度的向度

上，台灣是高於大陸的。 

若依照 Schwartz 與 Sagie（2000）的研究結果，因著台灣的經濟開發

與民主程度都高於大陸，似乎可預期台灣在「開放性」、「自我超越」這兩

類價值向度會高於大陸，「傳統性」與「自我提升」兩個向度則較低；但

若再參考近期大陸快速的改革情況，這樣的結論似乎太過武斷。 

大陸在 1978年 12月，通過了鄧小平的經改方案，放棄史達林式的共

產中央計畫與國有經濟，改為允許存在民營企業，向世界開放門戶（蕭弘

德，1999）。這項改革使得大陸採行了資本主義式經濟改革典範，成為共

產主義社會資本主義化的國家。因著經濟開放，許多外來新興文化事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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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舉進入，如美國麥當勞速食文化、法國家樂福量販文化等。而且兩岸的

交流一直再進行，大陸人民風靡鄧麗君、閱讀瓊瑤小說、觀看「非常男女」

電視節目，甚至朗朗上口葉啟田的「愛拼才會贏」、王識賢的「雪中紅」

等「台語歌曲」，就連十八元人民幣的珍珠奶茶在北大南門，竟然門庭若

市、大受歡迎，並在五個月之內開了三家店（蕭弘德，1999）。因此在「個

人提升」以及「開放性」價值向度上，台灣與大陸的差異並不清楚，需藉

由研究結果來瞭解。 

此外，從五 0年代以後大陸就有很強的恢復民族自信心的傾向，這樣

的傾向表現在醫學上是著重針灸、漢藥的研究，表現在音樂上是演奏中國

風格的交響樂，另外在教育、藝術、美術上也都是如此，相對而言台灣對

傳統歷史的回顧是比較少的（尹章義，1989）。由此來看，大陸在 Stern（1998）

四群落價值觀中的「傳統性」表現應該較高。 

過去大陸施行改革運動，打著「鬥爭」、「肅清」的旗子，再加上人口

多，競爭激烈，對於自然、世界、全人類的關懷似乎並不高。Rosen（1983）

分析大陸大學生在文化大革命前後的態度行為，發現學校同時存在著兩個

功能，一是作為道德與政治意識型態的傳遞者，強調集體意識和對社會的

貢獻，二是作為教育升學競爭場所的功能，強調以個人為中心的競爭能

力。這兩種功能相互衝突，一方面強調國家、集體的重要，一方面也強調

個人中心。Stern（1998）「自我超越」主要在於對世界、自然、他人的幫

助性，是超越個人層次，因此預期大陸在自我超越價值向度上偏低。反觀

台灣近年來環保意識抬頭，實施資源回收並且禁用塑膠袋，利他主義有逐

漸提升的傾向，但是否與大陸達到顯著性差異，還有待研究結果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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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化與廣告 

前一節介紹了文化與價值觀的基本意涵，以及本研究採用的價值觀向

度，然而文化與廣告之間的關係為何？廣告中會有價值意涵嗎？如果有，

在是否也應用在跨文化研究中、應用在海峽兩岸的台灣與大陸文化差異比

較上？這些問題將於本節中一一探討。 

 

一、 廣告與文化的互依性 

廣告是廣告主或生產者對消費者的一種溝通方式，而文化又是人類行

為模式的重要參考架構，因此在大眾傳播的社會中，文化自然而然扮演傳

播者與閱聽人之間溝通橋樑的角色（朱有志，1995）。廣告不僅能夠反映

出當下文化，更能塑造文化，廣告與文化之間是互相依存的動態關係，以

下將較詳細解釋廣告與文化之間的關係。 

 

（一） 廣告被動反映文化 

在廣告製作的過程中，廣告創意人員經過文化的分析以及對文化的洞

察，將符合商品本身的文化價值訴諸在廣告之中，以做為廣告訊息的創意

策略（Pollay ＆ Gallagher, 1990）。這是由於廣告是一種說服性傳播，文

化價值之所以能存在於廣告，是因為文化中價值體系對於消費行為的產生

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朱有志，1995）。廣告主必須瞭解消費者群的文化內

涵，將所欲傳遞的廣告訊息化做消費者熟悉的文字、符號，讓消費者易於

接受與瞭解，進而達到產生消費行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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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y（1983）等學者更清楚的指稱廣告是一種文化價值載體（carrier），

能夠反應社會現實狀況，即使是最簡明的廣告都會帶有文化意涵

（Hetsroni，2000）。廣告不單單是一種溝通工具，其整體的表現更是社會

文化價值體系的縮影，反映出文化真實，或進而傳播文化價值，廣告是一

種人為的文化碼（manipulated culture code），能夠反映現實文化。 

 

（二） 廣告主動塑造或強化文化 

Gudykunst（1997）指出從個人層次來看，傳播媒體會影響個人行為，

而影響文化。在廣告訊息中，廣告主會塑造消費價值來創造消費動機、新

的生活形態與新的產品選擇，影響個人的消費行為，進而產生文化價值。

因此，廣告訊息之呈現常常會依據現實的文化價值線索來重建、強化或再

重新塑造文化價值，創造新的商機。 

這個過程，可能創造出兩個結果，一是更加強化大眾文化的認知，另

一是逐漸塑造出新的消費文化（或是說次文化）。無論是哪一個結果，消

費大眾都會朝著廣告預期的方向，致使文化產生些微調整或變動，再複合

為新的文化。 

 

（三） 廣告與文化的互依性 

總和來說，廣告不但被動的反映文化，也會進一步主動的強化、塑造

文化。人類依賴符號的使用，使得傳播媒介及傳播本身都是人類文化的一

部份，而文化通常也藉著傳播媒介進行傳遞，這使得文化價值與廣告之間

成為一種互相依賴的關係（鄭淑雲，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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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ikandath認為廣告是一個「價值的轉換者」，其在建立文化意念與產

品兩者間的聯結關係，一方面將社會群體的共同概念轉換成廣告訴求而呈

現於文本中，另一方面透過廣告運行，塑造大量的文化符號與價值理念，

引導社會群體之間的互動（引自鄭淑雲，1997，頁 15）。因此，廣告存於

社會環境中，經常是一種呈現文化與形塑文化的途徑（林建勝，1993；

Alber-Miller & Gelb, 1996； Cheng & Schweitzer，1996）。 

正因為廣告與文化之間有這樣互依性的關係，對於文化研究學者而言

廣告便成為很重要的研究素材，以透過廣告分析的方式來瞭解文化意涵。

在文化研究上，學者常使用價值觀作為研究的層次，下一部分將討論廣告

中的價值觀。 

 

二、 廣告訴求中的價值觀呈現 

廣告除了提供關於商品或服務的訊息之外，必也傳遞了當下的意識型

態與社會文化的價值觀（胡光夏，1999）。過去有許多研究的中心主旨在

於分析廣告中的價值觀，希望透過價值觀分析來瞭解文化，或進一步比較

文化間的差異（如Wiles, Wiles, & Tjernlund, 1996；Cheng & Schweitzer, 

1996）。 

每一個研究依照其研究目的採用不同價值向度來分析，但其實許多價

值觀的測量是不清楚的，在廣告學的研究上，也有些學者使用廣告訴求來

表示價值觀，但直接以廣告訴求來研究價值觀與採用文化價值觀的觀點是

不同的。Hetsroni（2000）的研究中，試圖連結文化價值觀與廣告訴求價值

觀的關係，更顯示了文化價值觀與廣告訴求價值觀是不能夠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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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價值觀是以普世性的觀點來看，廣告只是研究文化的一種素材，

能夠反應文化卻不見得包含全部，且有些廣告中的價值觀並不屬於普世性

的價值觀，因此若要全面瞭解廣告中的價值意涵，也應該要從訴求價值觀

著手。若以 Schein（1992）的文化三層級來解釋，外顯價值觀層次，可由

普世性的文化價值觀來來測量；而廣告訴求是自人為飾物部分延伸出價值

觀意涵，寓含價值觀的意義，但只是單自廣告的觀點出發。 

在錢玉芬（2003）的研究中，以台灣地區電視廣告為例，分析文化價

值觀與廣告訴求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兩者的概念有重疊，但彼此不能完

全涵蓋。如果要以整體、系統性來瞭解文化，則文化價值觀與廣告訴求的

價值觀，是不能夠視為同一概念。 

廣告訴求的研究從早期 Pollay（1983）提出 42個訴求向度以來，許多

廣告學的價值觀研究都採用廣告訴求作為測量的工具，Pollay 對廣告訴求

的分類在近 20年來也廣被引用。Hetsroni在 2000的研究中，曾進行文獻

分析，將歷年來重要相關研究的廣告訴求向度進行分類與意義上的整理，

結果得出 25個重要訴求向度。 

本研究同時採用文化價值觀與訴求價值觀兩者來觀察兩岸價值觀差

異，Schwartz 及其與 Sagiv、Sagie 等人在 1994、1995、2000 的研究中發

展的價值架構十分適合本研究文化價值觀的研究取徑。（1994，1995）建

構，Stern（1998）修正的價值向度，訴求價值觀部分則是參考 Hetsroni（2000）

年的研究，發現 Hetsroni（2000）的 25個項度中並未提及兩人之間情感的

相關訴求（包含親情、友情、與愛情），以及對於外來產品或風尚的訴求，

在錢玉芬（2003）分析台灣廣告所採用的訴求項度中添加了「兩人之間的

情感」與「異國風情」兩個訴求價值觀，經過研究者實際觀察網路廣告，

的確也發現此兩項訴求價值觀也常使用於網路廣告中，因此也增加此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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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共計採 27項訴求價值觀，以更適合本研究所需（請參考表 2-4）。 

此外，由於許多研究是以廣告為素材來進行價值觀分析，可知道廣告

中的確富涵文化意涵，是能夠進行文化價值觀研究的材料。既然廣告能夠

展現當地的文化，依此推想，廣告是可以運用於跨文化的研究上，進行文

化間的差異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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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訴求價值觀之項目與定義 

訴求項目 定義 
1.冒險、勇敢(adventure) 有勇氣面對挑戰或風險 
2.美貌(beauty) 強調美的特徵，或是使用產品會增加美貌

3.集體主義(collectivism) 強調多數人，且並非家庭成員 
4.家庭生活 (family)  呈現出家庭成員與家庭的生活環境 
5.產品比較與競爭(competition) 與其他產品或經驗進行比較 
6.產品特徵優越性(excellence) 具體強調產品某些特徵的優良與獨特性 
7.高品質 (quality)  保證生產的品質，但非某特徵的優越性 
8.產品容易使用(convenience) 強調產品易於使用或獲得 
9.謙恭有禮(courtesy) 表現出禮貌、恭敬等態度 
10.經濟、划算(saving) 強調價格低、有折扣、贈品或特別付費方

式 
11.效果或效用(efficiency) 強調使用產品後的效果、效用 
12.愉悅與歡樂(joy/happiness) 呈現出愉悅、歡樂的氣氛 
13.健康(health) 強調健康的重要，或使用產品可增進健康

14.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 強調靠自己，或免於依賴他人 
15.休閒、放鬆(leisure) 強調活動休閒，或舒緩放鬆的氣氛 
16.創新、現代化(modernization) 強調新產品，或新技術 
17.慈愛、助人、不求回報(charity)強調自願幫助、關心、照顧別人 
18.愛國情操(patriotism) 強調對國家的熱愛與忠誠 
19.受歡迎 (popularity) 強調為大多數人所喜愛 
20.安全或無害(safety)  強調產品的安全性與無害性 
21.性感的魅力或性暗示(sex) 有性暗示的圖像、動作、或語言 
22.悠久歷史、優良傳統(tradition)強調產品歷史、社會的集體記憶、或個人

對過往的情感 
23.金錢、財物上的豐富.(wealth)強調產品可增加個人財富 
24.聰明智慧(wisdom) 強調聰明、智慧的重要 
25.青春有活力(youthful spirit) 表現出年輕、朝氣、活力 

26.兩人之間的情感* 強調兩人間的親情、友情、或愛情 
27.異國風情* 跟外國人、事、物相結合的程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編製 
註：*表本研究添加之廣告訴求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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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跨文化的廣告研究 

以廣告為素材的文化研究學者，將文化與廣告的互依性概念應用於跨

文化的研究上，多年研究累積下，衍生出廣告標準化與特殊化的兩種歧

異，以及兩種跨文化的研究取向，此小節將說明本研究的觀點和取向。 

 

（一） 標準化與特殊化 

過去在跨文化的廣告研究中，一直存在著標準化與特殊化的爭議

（Ju-pak, 1999）。標準化是認為世界的需求會趨於相同，廣告應該是朝著

全世界統一的模式進行。提倡國際標準化的學者認為，企業主能夠成功地

在不同國家中轉移廣告，且標準化的主題可以提供全世界一致的組織與品

牌形象，世界將成為一個同質化的市場（Levitt, 1983）。 

相對於「標準化」的有「特殊化」的論點產生，其認為文化有很重要

的影響，必須重視各個地方上的文化差異。楊中芳（1989）認為在跨國市

場中，要讓廣告研究在社會上發揮功能，應注意地區差異，不能脫離所存

在的社會與文化。以 Albers-Miller與 Gelb（1999）的研究為例，其針對美

國、台灣、墨西哥、與巴西等四個國家的服務業的廣告進行研究，發現不

論採用理性訴求或是感性訴求，都必須對當地文化有深入的瞭解才能達到

廣告效果。 

近年來許多實徵研究都直接或間接證明廣告的特殊化，其中最明顯的

理由是認為文化具有高度的滲透性與普遍性（錢玉芬，2001）。Hall在 1964

年就曾指出這點，且認為當人們不願意與他人互動時，除非透過文化當媒

介，否則很難溝通（朱有志，1995）。廣告為達到與當地的民眾溝通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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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須透過文化的瞭解，並藉由文化當媒介才能進行（林建勝，1993）。

因此，瞭解並應用地方特殊文化是傳播者非常重要的工作，藉著瞭解文化

差異，使得國際型的廣告活動更成功，更收到應有的效益（Zhang & Gelb，

1996）。 

標準化與特殊化的觀點迄今爭論未休，目前也有學者提出折衷的看

法，認為其實標準化與特殊化是共同存在的。Caillat與Mueller（1996）以

電視廣告分析來比較美國與英國的文化價值觀，結果發現同屬英語系的兩

個國家文化價值上有很大的不同，且其在結論中也對廣告訴求的全球化

（globalization）或地區差異化（localization）提出懷疑；另外，還有學者

挑戰標準化／特殊化之間是為二分對立的說法，很認為兩者可能是一種連

續性的概念（Lin，2001）。 

本研究延續著 Caillat與Mueller（1996）和 Lin（2001）的觀點來分析

台灣與大陸的文化價值觀差異，主要是因為台灣與大陸也是語言文化背景

相近的國家，有文化共享的部分，也有獨自發展的部分，若以微觀的角度

來分析，異、同文化可能共同存在，而非對立觀點，這些異、同的文化迄

今仍不十分清楚，必須透過研究結果分析進一步探討。 

在跨文化的廣告研究上，研究者採取標準化或特殊化的觀點將會成為

研究假設的基礎，而文化研究取向的選擇也是研究中相當重要部分，以下

對於目前跨文化廣告的研究取向進行介紹。 

 

（二） 跨文化的廣告研究取向 

在跨文化廣告的研究中，研究者除了依照本身對於標準化／特殊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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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來進行分析之外，必須選擇適當的研究途徑，通常採取的文化價值觀

研究途徑通常以研究地區的背景來取決。所謂歷史背景是指研究對象（國

家）之間是否具有相似的歷史、地理環境、經濟狀況等等，分述如下。 

1. 類似文化地區廣告之文化價值比較 

通常劃分的參考依據是以地理、歷史、經濟等因素來考量，華人地區

成被歸為類似文化地區來進行比較，而西方歐美文化則常被歸為類似地

區。如 Tse、Belk與 Zhou（1989）是早期的重要研究，比較香港、台灣與

大陸在報紙廣告中的消費價值，結果發現三地並不一致。Weinberger 與

Spotts（1989），則是對美國與英國的電視廣告內容進行比較，討論涉入程

度對於訊息知覺的影響。 

2. 相異文化地區廣告之文化價值比較 

此部分是跨文化研究的重心，著重於文化之間的相異點，而華人文化

與歐美文化兩者間的異同，常是研究者關心的議題。這部分的研究累積相

當多，如 Lin（2001）討論文化價值如何反映在大陸與美國的電視廣告訴

求中；Cheng 與 Schweitzer（1996）分析大陸與美國電視廣告中價值觀的

異同；林建勝（1993）使用台灣與美國的雜誌與電視廣告，分析廣告所訴

求的文化價值。 

本研究是採用第一個研究途徑，試圖分析台灣與大陸兩個東亞地區國

家的文化差異。台灣與大陸不只是地域相近，於歷史演進中更曾經共同統

治，這使得兩地的人民在婚姻上、政治上、與商業經濟上都相互交流，並

有一些共享文化的累積。隨著時代變遷，兩岸各有獨立的政治管理與商業

原則，在價值的意識型態上漸漸的也產生許多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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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產品類別與產品類型 

廣告研究中，產品本身的特性是相當重要的一部份；而在廣告實務中，

也會依著不同性質的產品運用不同的廣告策略。Zhang與 Gelb（1996）指

出私人性或公開性的產品在美國與中國的廣告效果不同，且消費性的商品

會因受各地習慣、品味的不同因此不適合用一致性（全球性）的廣告。

Vakratsas與 Ambler（1999）回顧超過 250篇的期刊文章與書籍，整理歷年

來關於廣告影響消費者的方式，指出廣告的定位比需考慮到整體脈絡，其

中產品分類也是需考量的重要因素。 

由於產品本身可能影響廣告呈現出來的內容，因此進行價值觀差異分

析時，必須確定兩地差異是由價值觀造成，而不是產品本身。在網路廣告

的研究上也是一樣，為瞭解產品是否造成影響，可在分析時可針對某些特

殊產品進行細部的探討，以瞭解產品本身是否造成影響，本研究採用兩種

產品的分類方式，一是客觀的產品類別，二是採 FCB模式（Vaughn，1980、

1986）的產品類型。 

「產品類別」指的是依照產品本身的物理屬性進行分類，Lin（2001）

比較大陸與美國點是廣告中的文化價值觀時，採用十個產品分類分別是：

汽車、美容及個人照顧、服飾、食物與飲料、家庭用品、藥品、旅遊、服

務、工業產品、其他。本研究以此為基礎，並參考網路分類廣告的分類方

式，以及實際網路廣告觀察結果進行產品類別的擴充與修訂，最後分為 21

項產品類別：公益廣告、生活服務、交通工具、服飾配件、金融商務、宣

傳活動、政令宣導、美容保養、食品、家用品、家電用品、旅遊、通訊產

品、飲料、電腦相關、網路產品、藥品、人際交友、房屋地產、電影音樂。 

「產品類別」是客觀的指標，對於廣告主而言最重要的是消費者主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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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因此許多廣告的策略都是考量消費者端而設計，FCB 模式

（Vaughn，1980、1986）是最為廣泛使用的方法之一，本研究亦是採用 FCB

模式進行「產品類型」的分類此模式結合了「高／低涉入」與「理性／感

性」兩個構面，形成二維平面架構（請參考圖 2-3），產品依著消費者觀點

座落於不同的位置上。「高／低涉入」是指消費者在購買決策過程關心程

度，高涉入的產品對消費者而言可能承擔較大的風險，因此關心程度高，

而低涉入產品則相反，關心程度較低。「理性／感性」則是指消費者在購

買決策過程的動機，如果是著重於產品實質的功能，是為理性；如果是情

感因素或是產品與個人的契合程度，則屬於感性（盧司，1994；吳志成，

1998）。 

理性 

（三）感性高涉入
（四）感性低涉入

（二）理性低涉入 （一）理性高涉入

低涉入 高涉入 

感性 

圖 2-3：FCB模式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FCB模式的建立最開始是由 Vaughn（1980）進行廣告策略模式文獻整

理，提出 FCB模式的基本架構，之後許多學者採用此模式進行實徵研究以

及概念上的模式整理（如：Berger，1981、1986；Weinberger & Spotts，1989），

說明此模式的可行性與完整性。本研究依照「高／低涉入」與「理性／感

性」兩個構面分出四個「產品類型」，分別為：理性高涉入、理性低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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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高涉入、與感性低涉入，以下針對此四個產品類型進行解釋。 

 

一、 理性高涉入類型 

購買此類型的產品可能有較大的風險，且是考量產品的實質性，因此

需要較多的資訊，產品的功能、價格、以及使用該產品的實質效益等都是

消費者的重要考量，舉凡汽車、房地產等類網路廣告都屬之。 

 

二、 理性低涉入類型 

產品的涉入程度低，顯示消費者不需要大量的產品資訊，這時候網路

廣告的產品可能傾向以便利或利益為主，包含的產品如一般日用品、家用

品、食品等等。 

 

三、 感性高涉入類型 

此網路廣告的產品類型的產品對消費者而言，不止重視產品本身的實

質性，也重視產品對個人帶來的感受，通常可以表現出個人的品味與風

格，珠寶、首飾、化妝品等都是屬於這一類的產品。 

 

四、 感性低涉入類型 

此類型的網路廣告產品不需要收集產品實質資料，只要消費者有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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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喜歡，就可能進行購買，通常娛樂性產品或價格低的產品屬於此類，

包含：香菸、口香糖、飲料、電影…等等。 

本研究採用客觀的「產品類別」以及主觀的「產品類型」來進行細部

網路廣告的價值觀探討，主要是因為要排除產品本身可能的影響，因此特

別於本節末段提出討論，在研究的分析中，可以針對網路廣告的特殊性產

品或是兩岸顯著不同的產品類別進行比較。下一節則是介紹本研究的重心

--「網路廣告」，網路廣告是目前重要的傳播媒介，但目前的研究多是使用

傳統媒體，對於網路廣告卻僅有幾篇研究，本研究即是著眼於網路廣告蓬

勃的發展趨勢，以網路廣告做為研究分析的素材對象。 

以網路廣告進行價值觀研究時，必須先思考縱使網路廣告是否也反映

出文化意涵？是否能進行跨文化研究呢？Ju-Pak（1999）研究中發現在不

同國家之間，網路廣告內容、訴求方式、以及策略皆有顯著的差異。從研

究結果可知不同國家的網路廣告的確有差異，但這些差異是否確實反映出

文化價值？這些懷疑都於下個章節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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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網路廣告 

網際網路是目前迅速成長的新媒體，劉一賜（1999）在其書中指出，

若根據Morgan Stanley的估計以達到五千萬使用人（約四分之一的美國人

口）即稱作「大眾媒體」來看，廣播花了 38年、電視花了 13年，有線電

視則是 10 年，網際網路的發展大約僅僅花了 5 年。CommerceNetNielsen

截至1999年4月底的研究調查指出，美國12歲以上的上網人口已高達9580

萬，為全球總上網人口的 52％（鄭自隆，2000）。從網路廣告快速的成長

可以看出網際網路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已是不容忽視，對流行趨勢最為敏感

的商業行銷更是著重網際網路的應用。 

網際網路上的商業活動，最明顯在於網路廣告的成長。網路廣告的開

始，是自 1994年十月美國「連線」雜誌（Wired）所屬網站熱線（HotWired）

招收廣告，至今不到 10 年的時間卻有極為驚人的表現。根據 Jupiter 

communications在 2000的報告中指出，全球網路廣告將從 70.27億美元成

長至 2004年的 229.03億美元，到了 2005年，更將成長至 277.08億美元，

將占整體廣告的 6％（黃貝玲，2000）。在美國方面，2001 年 Jupiter 

Communications報告指出，預計網路廣告之營收可望由 1999年之 35億美

元成長至 2005年時之 165億美元，年複合成長率（CAGR）為 295％，約

佔整個廣告市場規模 8％，成為美國次於電視、收音機、報紙的第四大媒

體（”網際網路服務業—網路廣告”，2001）。 

亞洲的網路廣告市場也由相似於全球與美國的發展趨勢，eMarketer在

2000年時預估網路廣告將達 0.65億美元的規模，到了 2004年網路廣告的

商機將達 38.06億美元（黃貝玲，2000）。奧美互動行銷大中華區總經理毛

希勉在 1999年就表示大陸 1998年網路廣告量約為 200萬美元，1999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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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將到達 800 萬美元（施心慧，1999），加上大陸政府對於網際網路發展

的推廣，可預期大陸的成長量是相當驚人的。在台灣，根據資策會的統計，

1996 年時，台灣網際網路廣告市場規模只有新台幣 550 萬元；到了 1997

年時，市場規模增加到 3500萬元，成長率為 536％；而 1998年國內網路

廣告市場規模為新台幣 1.23億元，較 1997年成長了 25倍；短短兩年，成

長率高達 2136％（馬致懿，1999；施心慧，1999）（請參見表 2-5）。 

表 2-5：台灣上網人口數與網際網路市場規模 

年份 上網人口數（千人）網路廣告金額（新台幣／萬元） 

1995 320 -- 

1996 603 550 

1997 1660 3500 

1998 3011 12316 

資料來源：來自北極的執行檔（頁 68），施心慧，1999，廣告雜誌，103。 

全球的網路廣告市場雖然有如此快速的成長，在學術研究上卻還仍待

發展，尤其文化價值相關研究僅有少數幾篇，本研究即是著眼於這方面的

缺乏。以下將先介紹網路廣告的定義、類型、以及網路廣告與傳統廣告的

差異，最後討論網路廣告中的文化價值意涵。 

 

一、 網路廣告的定義 

網路廣告是一項新的發明，因著新的軟體、硬體推出，廣告形式也不

斷的更新發展。廣告的基本原則與定義已有幾位研究者擬出，其中 Hawkins

（1994）對網路廣告下了一個簡明的定義：「一種以電子資訊服務使用者

為溝通對象的電子化廣告」。而 Rau在 1996年提出較詳細的說明，其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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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廣告」通常是一個簡單的小圖案，內容可能是一個商標或是一則短

訊，網站瀏覽者由滑鼠點選廣告之後，便可進入廣告主所建構的畫面與世

界，順利進入此一世界便是網路廣告的真正價值（邱瑩憓譯，1996）。 

綜合以上學者的定義，本研究將網路廣告定義為：網站上的廣告圖示

以及經由連結（link）進入的網頁畫面，即為網路廣告。 

 

二、 網路廣告的類型 

網路廣告的類別多樣，迄今已有多位學者進行分類研究。台灣有線視

訊寬頻網路發展協進會在 2000 年時，專案委託國立政治大學對於台灣網

路廣告市場趨勢進行分析，其中對於網路廣告的分類是分為電子郵件與網

頁式網路廣告兩大類。Zeff 與 Aronson（1999）也是將網路廣告分為電子

郵件廣告與網站廣告兩類，電子郵件廣告包括商業廣告贊助的電子信箱、

贊助公共論壇區及電子信箱新聞稿區、與直接寄電子郵件三種；而網站廣

告包括橫幅廣告、按鈕廣告、編輯式廣告、推送（Push）科技、插播式廣

告、贊助網路內文六種。 

另外，在國內資策會將網際網路的廣告類型按目前銷售上的實務狀

態，分為橫幅廣告、贊助式廣告、電子郵件式廣告三種。而吳肇銘、劉士

豪、與蔡義昌在 2001 年的研究中，將網路廣告的類型分為以下六大類：

電子郵件廣告、分類廣告（classified Ad.）、橫幅廣告（banner Ad.）、廣告

按鈕（button Ad.）、彈出式廣告（pop-up Ad.）、以及浮水印廣告（watermark 

Ad.）。各個學者的分類都有重疊的部分，表 2-5 為研究者將近年來各研究

分類進行統合（請參見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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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網路廣告的分類 

 類型 說明 

商業廣告贊助電子信箱 提供用戶免費電子信箱，利用其信箱閱讀器
顯示廣告 

贊助公共論壇區及電子

信箱新聞稿區 
廣告商藉由在公共論壇區或新聞稿區的贊助

廣告，可準確接觸到所要的目標群 

電
子
郵
件
廣
告 

直接寄送電子郵件 透過電子郵件直接對消費者寄發廣告 

分類廣告(classified Ad.) 如同傳統報紙的分類廣告，網站將同一屬性
的廣告刊登在同一區域 

橫幅廣告（banner Ad.） 是目前網站最多且最常見的網路廣告，規格
並不一定，通常在網頁上方。 

廣告按鈕（button Ad.） 小型橫標廣告，可以放置網頁任何地方，通

常在網頁左右兩側。 

彈出式廣告（pop-up Ad.）
插播式廣告（interstitials）

為了保持網頁設計的完整性，將廣告以另外

一個視窗出現。 

浮水印廣告（watermark 
Ad.） 

像浮水印一樣附在網頁上，移動捲軸也都可

看到廣告訊息。 

文字連結（text-link） 只出現文字供網友點選，訊息單純明瞭，且

不需費時等待 

贊助式廣告（ sponsor 
Ad.） 

由廣告主贊助某網站上的單元，並在贊助版

面上刊登相關內容或打上企業識別符號 

編輯式廣告（advertotial）隱藏於網頁中，是利用廣告新聞化的手法，
讓閱覽者誤以為是新聞報導，而在無防備之

下接收廣告訊息 

推播技術（push） 是利用一種將資訊直接送電腦的軟體，先由

使用者進行喜好設定，只要電腦在連線狀

態，網路廣告便會伴隨著訊息一同傳送。 

網站廣告（web-site） 企業主利用網站本身，提供企業、產品、服

務等資訊 

網
站
廣
告 

插頁式廣告（Tv-type ad）在初連結網頁時出現，並佔據大半版面，待
約 5-10秒後消失，大多採用多媒體聲光效果。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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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網路廣告與傳統廣告 

網路廣告是快速新興的媒體，其能夠在緊湊的傳播界佔上一席之地，

必然有其優於傳統媒體的部份（一般所指的傳統媒體包含雜誌廣告、報紙

廣告、廣播廣告、與電視廣告等四大媒體）。 

在網路廣告興起之後，有許多學者比較傳統媒體廣告與網路廣告的差

異性，其中 Barker 與 Gronne（1996）指出傳統媒體廣告有以下特性：單

向傳播、制式化、短暫的曝光時間、簡單的訊息、受限制的觀眾（許峻偉，

1999），這些特性使得傳統媒體的廣告效果受到限制；而 Zeff 與 Aronson

（1999）則提出網路廣告的四個特性：精準區隔觀眾群、追蹤與紀錄用戶

反應、網路廣告的傳送與替換有很大的彈性、互動性高。 

國內外有許多研究對於網路廣告與傳統廣告的比較整理（如：王美惠，

2000；許峻偉，1999；Barker & Gronne, 1996），表 2-6為這些分類的統合

整理（請參見表 2-7）。 

這些研究大多認為網路廣告具有相當大的優勢，是可以推廣、發展的

新媒介，尤其對於跨國企業而言，運用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推行廣告策略

似乎是最容易且方便的事，但事實上廣告主（或企業主）在實際運用卻因

為對網路廣告認識的不足而受阻。從過去跨文化廣告研究中，已經知道文

化差異是很重要的，而在看似無疆界的網路世界中，國際間的文化差異是

否會產生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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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網路廣告與傳統廣告的比較 

 網路廣告 傳統廣告 

彈
性 

製作成本較低，而且製作時間短，可以很

快的更換廣告，馬上提供即時資訊。 
制式化，需要透過較複雜

的程序來形成廣告，時效

較慢。 

互
動
性 

消費者可以直接點選廣告以瞭解更詳盡的

產品資料，或直接測試或購買產品。如果

對產品有疑問，可以直接寄封 Email 給企
業。 

單向傳遞廣告訊息。透過

其他通路或訊息傳遞（電

話、傳真等）方式來進行

購買。 

消
費
者
導
向 

廣告主可以依據不同地區、國家、使用日

期、電腦平台、瀏覽器來區隔消費者，傳

送不同的廣告。 
網路廣告可以普及所有群眾，兼顧大眾市

場；也可以區隔特定消費市場，進行一對

一的直接銷售。 

不容易進行市場區隔，也

不易追蹤消費者進行顧客

管理，通常必須採用大量

的廣告宣傳，以期達到廣

告效果。 

豐
富
度 

網路廣告結合了文字、圖像、聲音等多樣

化的呈現，比起平面、廣播、電視廣告等，

都更為豐富，而且還可以與受播者以互動

的方式進行。 

平面、廣播廣告，僅包含

單一感官感覺。而電視廣

告時間雖然較豐富，但短

暫。 

回
饋 
廣告主也可利用廣告管理軟體，評估廣告

的點閱率，評估廣告效果。 
若要瞭解消費者的反應需

進行調查才能得知。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編製 

 

四、 網路廣告中的文化意涵 

過去使用網路廣告來進行文化研究並不多，最主要原因是由於網路廣

告是一個新起的傳播媒介，並不確定網路廣告的可行性。綜合近年來網路

廣告的發展，其快速成長的趨勢提醒學術研究應該趕快急起直追。然而在

進行研究之前，必須先思考根本的問題—網路廣告是否帶有文化價值觀？

是否能進行文化價值觀比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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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最大的特點在於無國界、疆界之隔，可以突破時空阻隔離，

進行溝通與傳遞資訊，但從網路使用行為上來觀察，大多數的網路使用者

都主要依賴本地的網站做為進入網路世界的開始，而且一個網頁並無法真

正無遠弗屆的吸引全世界的閱聽人。Zeff 與 Aronson（1999）在其書中強

調，網際網路仍是有某些主要閱聽者群，是可以進行區隔的。對於企業主

而言，進行市場區隔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其影響了整個廣告策略或行銷

方向的決定，即使是跨國公司，也應當著重各個地區的特殊性，並依照當

地文化來推展行銷活動。 

在廣告學的研究中，發現全球化的廣告策略常會採用地區上的特殊

性。如 Alderr 在 1999 的研究中，檢視全球的市場上的品牌定位策略，的

確發現較長使用地區性的語言、代言人等作為行銷策略，這也反映出廣告

「特殊化」的重要性。相同的在網路廣告上，勢必也需要依照地區差異選

用最適合的方式。 

Massey與 Chang（2002）的研究是採用網路新聞來分析亞洲地區的價

值觀，從中發現亞洲的重要價值意涵。此研究顯示了網際網路的確能夠傳

遞出地方上的文化訊息，是文化價值觀載體。且 Hetsroni（2000）認為即

使是最簡明的廣告，都帶有文化意涵，網路廣告帶有豐富的資訊或甚至影

音訊息，必也能夠反映文化價值。 

既然網路廣告是文化價值觀的載體，就能夠進行跨文化的比較研究。

Ju-Pak 在 1999 的研究中，同時採用兩種文化研究取向（相似文化地區與

異文化地區），對英國、美國、韓國三個 310 個網站廣告進行內容分析，

其中英國、美國是相似國家，而與韓國是相異國家。這個研究說明了無論

採用哪種文化研究取向，使用網路廣告進行跨文化研究是相當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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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結 

綜合上述有關於文化價值觀、廣告、網路廣告的討論，本研究基於台

灣與大陸間互動交流日趨頻繁，致使瞭解兩岸文化差異的必要性，希望透

過網路廣告內容分析來分析並比較台灣與大陸的文化差異。 

本研究分析的分析層次為 Schein（1992）文化三層次中的「外顯價值

觀」。在文化價值觀向度上，採用 Stern（1998）修正 Schwartz及其與 Sagiv、

Sagie等人（1994、1995、2000）發展的價值建構而成的四個向度，包含：

開放性（openness）、傳統性（conservation）、自我提升（self-enhancement）

與自我超越（self- transcendence），來瞭解普世性價值觀在廣告中的呈現狀

況，同時也採用訴求價值觀，以 Hetsroni（2000）年研究使用的 25個訴求，

另外加上「兩人之間的情感」與「異國風情」兩題，共 27個訴求價值觀，

來討論以廣告蘊含的各個訴求價值。並以微觀的「相似文化地區」研究取

向來分析台灣與大陸的文化價值觀差異，認為在跨文化的廣告研究上標準

化與特殊化會同時存在。 

在廣告研究上，著眼於網路廣告的迅速發展，以及相關學術研究的缺

乏，特別選擇網路廣告作為分析素材。本研究認為網站上的廣告圖示以及

經由連結（link）進入的網頁畫面，皆為網路廣告。 

由於台灣的經濟開發與民主化都高於大陸，依據 Schwartz（2000）對

於民主化、經濟開發程度與價值向度的相關研究，但由於大陸近年來的改

變迅速，且兩岸互動頻繁，因此不確切知道兩岸的價值。若以時間薰陶的

長短來評斷，台灣多年以資本主義為原則施行民主制度，而大陸以社會主

義觀點進行專權統治，預期台灣會偏向帶有個人主義意涵的價值向度，而

大陸會偏向帶有集體主義與權威主義意涵的價值向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