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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廣告訊息的種類(預防焦點、促進焦點)、受測者的目標導向(預防焦點、

促進焦點)為自變數，受測者的品牌態度、廣告態度以及貨幣價值為應變數，認知需

求、產品涉入以及產品知識為調節變數，架構如下 

 

 

 

 

圖 三-1 研究架構圖 

 

 

 

 

 

 

貨幣價值 

廣告態度 

品牌態度 

產品知識 產品涉入 

H1-a

H4 

預防焦點/促進焦點

訴求的廣告 

促進焦點/預防焦點 
的受測者 

認知需求 

H1-b

H1-c

H3 

H2



 41

第二節 研究假設 

 
一、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配適效果 

根據 Higgins(1997)的實驗顯示，當人們的目標導向（焦點）和產品訊息所傳遞的

促進或預防的考量一致時，受測者會對於目標物產生比較正面的態度，並且會給予

比較高的價值(assign higher value)。 

Higgins(2002)對於調節焦點的研究發現，消費者對於產品或品牌的評價會受到他

們的調節目標(regulatory goal)所影響，而 Aker and Lee(2001)、Cesario, Grant, and 

Higgins(2004)的研究也指出，在眾多產品或品牌當中，消費者會比較偏好產品或品

牌所提供的利益是與他們的調節目標(regulatory goal)相符的。 

Avent and Higgins(2006)的研究顯示，當受測者的目標傾向(goal-orientation)相符

時，受測者願意付出較高的貨幣價值。因此，當產品或品牌的廣告訊息中所傳遞的

利益，和消費者的調節目標相符時，消費者會有比較好的品牌態度和廣告態度，及

願意付出較高的貨幣價值。 

根據以上的研究，可以產生以下三個假設： 

假設 1-a：廣告訊息和消費者的調節焦點相符時，相對於廣告訊息和受測者的調節

焦點不相符時，會有比較好的品牌態度 

假設 1-b：廣告訊息和消費者的調節焦點相符時，相對於廣告訊息和受測者的調節

焦點不相符時，會有比較好的廣告態度 

假設 1-c：廣告訊息和消費者的調節焦點相符時，相對於廣告訊息和受測者的調節

焦點不相符時，會有比較高的貨幣價值 

 

二、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配適效果受產品涉入與認知需求影響 

根據 Wang and Lee(2006)的牙膏實驗顯示，當上述當廣告訊息所提供的利益和消

費者的調節焦點相符所產生得較高的偏好，會被消費者的涉入程度影響，也就是說

當廣告訊息所提供的利益和消費者的調節焦點相符，低涉入的受測者比高涉入的受

測有更大的偏好，該篇研究的作者指出，上述情況發生的原因為高涉入的消費者會

比較有系統性的整理所接收到的資訊，也就是當受測者會花心思在處理資訊時，比

較不容易受到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相符時所產生的效果影響；當受測者沒有花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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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理訊息的情況下，比較容易受到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相符時所產生的效果影響。 

Axom, Yates and Chaiken(1987)的研究指出在資訊處理的方式上，低認知需求者會

以較懶散、輕鬆的方式處理訊息比較不會透過思考來形成產品態度；而Haugtvedt and 

Petty（1992）的研究指出，高認知需求者對於廣告訊息會花較多心思考慮，也就是

說高認知需求者是透過認知思考來形成產品態度；相反地，低認知需求者，為比較

不喜歡分析和處理廣告訊息的個人。因此作者推論，由於認知需求影響個人在資訊

處理方式上的不同，對於調節焦點與廣告訊息配適效果之影響亦有類似於涉入程度

之調節作用。 

基於以上研究，可以產生以下六個假設： 

假設 2-a：廣告訊息和消費者的調節焦點相符時，其品牌態度優於不相符時的程度

於低產品涉入的情況較高產品涉入的情況更大。 

假設 2-b：廣告訊息和消費者的調節焦點相符時，其廣告態度優於不相符時的程度

於低產品涉入的情況較高產品涉入的情況更大。 

假設 2-c：廣告訊息和消費者的調節焦點相符時，其貨幣價值高於不相符時的程度

於低產品涉入的情況較高產品涉入的情況更大。 

假設 3-a：廣告訊息和消費者的調節焦點相符時，其品牌態度優於不相符時的程度

於低認知需求的情況較高認知需求的情況更大。 

假設 3-b：廣告訊息和消費者的調節焦點相符時，其廣告態度優於不相符時的程度

於低認知需求的情況較高認知需求的情況更大。 

假設 3-c：廣告訊息和消費者的調節焦點相符時，其貨幣價值高於不相符時的程度

於低認知需求的情況較高認知需求的情況更大。 

 

三、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配適效果受產品知識影響 

根據 Park and Lessing（1981）的研究，消費者主觀產品知識代表其消費者的自信

水準（self-confidence level），而個人自信水準又可能影響個人的決策行為；Schmidt 

和 Spreng（1996）的研究顯示，當消費者對認為自己的產品知識不足時，會傾向去

尋找更多的資訊，比較容易受到資訊的影響。根據以上的研究支持當消費者有豐富

的主觀產品知識時，因為有比較高的自信，所以不易受到訊息的影響，因而推論，

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相符時所產生的效果，對於擁有豐富產品知識的消費者比較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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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易產生影響，故推論以下三個假設： 

假設 4-a：廣告訊息和消費者的調節焦點相符時，其品牌態度優於不相符時的程

度於低產品知識的情況較高產品知識的情況更大。 

假設 4-b：廣告訊息和消費者的調節焦點相符時，其廣告態度優於不相符時的程

度於低產品知識的情況較高產品知識的情況更大。 

假設 4-c：廣告訊息和消費者的調節焦點相符時，其貨幣價值高於不相符時的程

度於低產品知識的情況較高產品知識的情況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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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實驗設計 

 
一、正式實驗設計 

在本研究中，受測者的目標傾向和廣告訴求之組合共有四組情況，促進焦點的消

費者接觸促進焦點訴求的廣告、促進焦點的消費者接觸預防焦點訴求的廣告、預防

焦點的消費者接觸促進焦點訴求的廣告、預防焦點的消費者接觸預防焦點訴求的廣

告；在認知需求方面則區分為高認知需求和低認知需求；在產品知識的部分，則區

分為高產品知識和低產品知識。同時亦因產品的涉入度不同，共分成八種不同的情

境。 

本研究共有兩個實驗，皆為多因子受測者間的實驗，實驗一是探討當受測者的認

知需求之高低不同時，是否會使他們的目標傾向與廣告傳遞利益相符時比起目標導

向與廣告訊息利益不相符時，所產生較好的品牌態度、廣告態度與較高的貨幣價值

受到影響；實驗二是探討當受測者的產品知識之高低不同時，是否會影響他們的目

標傾向與廣告傳遞利益相符比起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利益不相符時，所產生較好的

品牌態度、廣告態度與較高的貨幣價值；而實驗一選用受測者之產品涉入程度較低

的產品，實驗二則選用受測者產品涉入程度較高的產品，綜合實驗一與實驗二，可

以比較當消費者對產品的涉入程度不同時，是否會影響目標傾向與廣告傳遞利益相

符比起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利益不相符時的所產生較好的廣告與產品偏好。 

實驗一有四組問卷，分別是：促進焦點的激發 x 促進焦點訴求的廣告、促進焦點

的激發 x 預防焦點訴求的廣告、預防焦點的激發 x 促進焦點訴求的廣告、預防焦點

的激發 x 預防焦點訴求的廣告，搭配認知需求的量表；實驗二也有組問卷，分別是：

促進焦點的激發 x 促進焦點訴求的廣告、促進焦點的激發 x 預防焦點訴求的廣告、

預防焦點的激發 x 促進焦點訴求的廣告、預防焦點的激發 x 預防焦點訴求的廣告，

搭配產品知識的量表，並且實驗一與實驗二皆有衡量受測者對於洗髮精以及數位相

機之涉入程度的量表。 

經由上述可之，本研究之兩個實驗共有八種情況之問卷。2(兩種目標導向)x2(廣告

傳遞兩種利益)x2(認知需求—實驗一、產品知識—實驗二)。 

 

(一)、變數操作、衡量及問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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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變數的操弄 

(1.) 消費者的目標傾向之激發 

本研究採用 Chernev(2004a); Friedman and Forster(2001)所發展之問卷，

可將受測者區分為促進焦點/預防焦點的情境設計，先請受測者利用紙筆完

成迷宮任務，接著請受測者寫下他們的理想與應盡責任。 

首先，在促進焦點情境下的受測者，請他們引導老鼠走出迷宮來獲得 

(approach)乳酪蛋糕；預防焦點情境下的受測者，則是請他們引導老鼠走出

迷宮來逃避蛇的獵捕。這個任務的目的是透過情境將受測者的目標傾向分

類(prime subjects’ goal orientation)，情境中的乳酪蛋糕代表了促進焦點的線

索，在程序中代表受測者移往一個他們想要的撫育的最終情況(moving to 

desired end state of nurturance)，情境中的蛇則是代表了預防焦點的線索，

在程序中代表受測者移往一個安全感的最終情況(moving to desired end 

state of security)。 

接著要求受測者思考並寫下他們的理想或應盡責任，在促進焦點情況下

的消費者，思考並寫下他們兩項過去的理想、願望、抱負，接著思考並寫

下他們兩項現在的理想、願望、抱負；預防焦點情境下的受測者，則是要

求他們思考並寫下他們兩項過去的職責、責任、義務，接著思考並寫下他

們兩項現在的職責、責任、義務。 

(2.) 廣告的焦點訴求 

本研究的廣告有兩則，分別為促進焦點的廣告與預防焦點的廣告。促進

焦點的廣告是將前測結果，受測者選出的促進焦點屬性，發展成完整的廣

告文案，預防焦點的廣告是將前測結果，受測者選出的預防促進焦點屬性，

發展成完整的廣告文案， 

2 應變數的衡量 

(1.) 品牌態度 

          本研究採用 Pham and Avent (2004)所發展的衡量品牌態度的五個問項分

別如下，並採用李克特七點量表讓受測者勾選： 

        不好的/好的 

        不令我讚賞的/令我讚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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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令我討厭的/令我喜歡的 

低品質的/高品質的 

(2.) 廣告態度 

採用Martin, Lang, and Wang(2004)所發展衡量整體廣告態度的量表，包含

以下問項，並採用李克特七點量表讓受測者勾選：： 

        不好的/好的 

        不令我讚賞的/令我讚賞的 

        令我討厭的/令我喜歡的 

無趣的的/有趣的 

以及Ohanian(1990)所發展衡量品牌廣告態度中，說服力部分的量表，分

包含以下問項，並採用李克特七點量表讓受測者勾選： 

不可信賴的/可信賴的 

不專業的/專業的 

不具說服力的的/專業的 

(3.) 貨幣價值 

採用與Avent and Higgins(2006)實驗相同方式，在最後詢問受測者願意支

付多少價格來購買廣告產品，並且給與平均價格及市面上價格的範圍，讓

售測者參考 

3. 干擾變數的衡量 

(1.) 認知需求 

本研究採用的是學界普遍使用的事後分類法，採用國內學者高泉豐

（1994）編譯制定的認知需求量表十八題問項，其中有九題為反向題(以*

記號表示)。該量表是以Petty, Cacioppo & Kao（1984）的認知需求量表為

藍本進行修訂而成，並已經由實證顯示該量表之信度以及效度均甚良好，

一般結果的信度都高達八成以上，問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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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比較喜歡複雜而不喜歡簡單的問題。 

2. 我願意負責解決要花很多腦筋的事。 

3. *我不以思考為樂。 

4. *我比較喜歡去做不用思考的事，而不願去做需要思考的事。 

5. *我對那些要花很多心思去想事情的情境，避之唯恐不及。 

6. 我從深思和長考中得到滿足。 

7. *我不費心去多想。 

8. *與其去想一些長期計劃，我寧願想一些小的日常計劃。 

9. *我喜歡那些一旦學會就不用再想的工作。 

10. 靠著思考去往上爬的想法正合我意。 

11. 我喜歡那些需要想出新的方法來解決問題的工作。 

12. *學習新的思考方式沒有甚麼意思。 

13. 我願我這一生充滿著我必須解決的難題。 

14. 我喜歡抽象的思考。 

15. 我喜歡需要動腦筋且困難的重要工作，而不喜歡還算重要但不需

多想的工作。 

16. *當我完成一件很費心力的工作後，我感到的是解脫而不是滿足。 

17. *我只在乎工作是否完成，我不在意它是如何或為何做成的。 

18. 即使一些事務跟我個人沒有切身關係，我常會對它們深思熟慮一

番。 

(2.) 產品知識 

本研究採用採用Smith and Park (1992) 所提出一共四題之李克特七點量

表測量受測者的主觀產品知識，題目如下： 

我認為我對數位相機 有足夠的產品知識 

若朋友問我對數位相機的選購，我可針對不同品牌提供建議 

我有能力可分辨數位相機在不同品牌間之品質差異 

若我今天要購買數位相機我只要蒐集很少資料，便可做決定 

(3.) 涉入程度 

本研究採用Zaichkowsky(1985)所提出的個人涉入量表（Pers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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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olvement inventory, PII）一共十題之李克特七點量表測量受測者之產品

涉入程度，但是本研究主要研究的是受測者在認知涉入上的差異，故只採

用測量認知涉入程度差異之五題問項，題目如下。 

對我而言，洗髮精/數位相機是： 

重要的/不重要的 

關係密切的/與我無關 

很必要的/不必要的 

很在意的 /不在意的 

對我意義重大的/對我毫無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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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共進行三次測驗，兩次為前測，一次為正式實驗。第一次前測的目的是為

了要選出受測者對於該產品的主觀產品知識有差別的產品，以及對於產品的涉入程

度有差別的，所以第一次前測有兩個部分；第二次的前測是為了選出產品的目標屬

性，三個為促進焦點訴求，三個為預防焦點訴求。本研究之前測問卷列於附錄一與

二，正式施測之問卷載於附錄三及四。 
 

一、 第一次前測 

1. 前測目的 

第一部份： 

本研究想要探討的是當消費者對於不同的產品的涉入程度有差異時，是否會

影響到目標傾向與廣告訴求一致時所產生的效果，故本次前測的目的是尋找涉

入程度有顯著差異的兩項產品。 

    第二部分： 

本研究想要探討的是對於同一種產品，擁有不同主觀產品知識的受測者，受

到廣告訴求與目標傾向相符的影響是否不同，所以第一次前測的目的是找出，

受測者對於產品的主觀產品知識有差異的產品。 

2. 產品選擇 

由於本實驗的對象為大學生及研究生，故選擇大學生與研究生比較熟悉的產

品，在進行比較。選出的產品為：洗髮精、速食麵、數位相機與手機四種產品。 

3. 前測過程 

採取便利抽樣方式，以政治大學大學部以及研究所的 31 名學生做為受測之

對象。 

4. 前測問卷 

第一部份： 

列出四項產品的涉入呈程度問項，以李克特七點量表讓受測者進行勾選， 

對我而言，洗髮精速食麵/數位/手機相機是： 

重要的/不重要的、有趣的/無趣的、關係密切的/與我無關、 

很珍貴的/沒有價值的、吸引我的/不吸引我的、令我著迷的/平凡無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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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必要的/不必要的、很在意的 /不在意的、 

令人興奮的/不令人興奮的、對我意義重大的/對我毫無意義的、 

    第二部分： 

列出四種產品的產品知識問項，以李克特七點量表讓受測者進行勾選， 

我認為我對洗髮精/速食麵/數位/手機相機 有足夠的產品知識 

若朋友問我對洗髮精/速食麵/數位/手機相機的選購，我可針對不同品牌提供建

議 

我有能力可分辨洗髮精/速食麵/數位/手機相機在不同品牌間之品質差異 

若我今天要購買洗髮精/速食麵/數位/手機相機我只要蒐集很少資料，便可做決

定 

5. 前測結果 

第一部分 

由於是要選擇產品的涉入程度有顯著差異的，所以必須選出四項產品中，兩

項平均數有顯著差異的產品，如表三-2 所示。 

表 三-1 前測一 產品涉入程度前測結果 

 平均數 標準差 

洗髮精 3.6645 1.1149 

速食麵 4.7000 0.6902 

數位相機 5.3710 0.8997 

手機 5.3065 0.9986 

由表三-1 可知，數位相機與洗髮精的平均數差異最高，表示受測者在這兩項

產品的涉入程度差異最大，故選擇此二項產品，並進一步進行成對樣本 T 檢定，

檢驗此兩項產品的平均數是否有顯著差異，如表三-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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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2 前測一 產品涉入程度結果成對樣本 T 檢定 

 平均數差異 自由度 T值 P值 

產品涉入差異 0.5839 30 3.292 0.003 

  由表三-2 可以看出，受測者在洗髮精與數位相機兩項產品的涉入程度上有顯

著差異。 

第二部份 

由於是要選擇那項產品的主觀產品知識差別最大，所以必須選出四項產品

中，標準差最大的，前測結果如表三-3 所示： 

 

表 三-3 前測一 產品知識前測結果 

 平均數 標準差 

洗髮精 4.6613 1.2822 

速食麵 4.6452 1.2124 

數位相機 3.7097 1.7982 

手機 4.4113 1.5540 

由表三-3可知，數位相機的標準差數值為最高，表示受測者在數位相機這相產品

的產品知識差異最大，所以選擇數位相機為正式實驗中產品。 

 

二、  第二次前測 

(一)、前測目的 

本次前測的目的，是要找出洗髮精與數位相機的各項屬性中，受測者認為那

些屬性的訴求是預防焦點，那些屬性的訴求是促進焦點，各選出三個屬性，並

且要找出受測者認為重要的屬性。 

(二)、前測過程 

採取便利抽樣方式，以政治大學大學部以及研究所的 33 名學生做為受測之

對象。 

(三)、前測問卷 

列出洗髮精與數位相機的產品屬性項，並向受測者解釋促進焦點與預防焦點

的定義並舉例，讓受測者判斷，那些屬性為促進焦點，那些屬性為預防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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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李克特七點量表讓受測者進行勾選，分數越高的代表受測者越認為是促進焦

點，分數越低的代表受測者越認為是預防焦點；並請他們針對每個屬性，勾選

他們認為該屬性的重要程度，以李克特七點量表讓受測者勾選。 

(四)、前測結果 

在洗髮精的所有屬性中，選出在促進焦點與預防焦點的欄位中，三項平均數

最高的屬性，代表受測者認為該屬性最符合促進焦點之定義；三項平均數最低

的屬性，代表受測者認為該屬性最符合預防焦點之定義，並檢視被選出之屬性

的重要性為何，結果如表三-4 所示 

表 三-4 前測二 洗髮精屬性前測結果 

 

經過成對樣本T檢定，促進焦點屬性和預防焦點屬性的平均數有顯著差異，表示

兩種焦點的屬性在受測者的認知中是有顯著差異的，在重要性的平均數部分，整體

14項屬性的的平均數為4.5，所以選出屬性的重要性是高於整體平均的。 

  並且利用成對樣本 T 檢定，促進焦點之重要性與預防焦點之重要性是否有顯著差

異，發現 T92為 0.842，顯著性 P 值 0.402>0.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促進焦點與預

防焦點之重要性對於受測者而言並無顯著差異。 

在數位相機的所有屬性中，選出在促進焦點與預防焦點的欄位中，三項平均數最

高的屬性，代表受測者認為認為該屬性最符合促進焦點之定義；三項平均數最低的

屬性，代表受測者認為該屬性最符合預防焦點之定義，並檢視被選出之屬性的重要

性為何，結果如表三-5 所示 

 促進/預防焦點 平均數 促進/預防焦點 標準差 重要性平均數 

頭髮有光彩 4.9355 1.3889 4.8710 

強化髮根 4.8387 1.2784 4.8065 

頭髮柔順 4.7742 1.4074 5.0645 

減少分叉 3.1935 1.3193 4.6774 

減少頭皮屑 3.1935 1.1532 5.4914 

減少掉髮 3.0968 1.4473 4.5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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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5 前測二 數位相機屬性前測結果 

 

經過成對樣本T檢定，促進焦點屬性和預防焦點屬性的平均數有顯著差異，表示

兩種焦點的屬性在受測者的認知中是有顯著差異的，在重要性的平均數部分，整體

13項屬性的的平均數為5.2，所以選出屬性的重要性大致是高於整體平均的。 

並且利用成對樣本 T 檢定，促進焦點之重要性與預防焦點之重要性是否有顯著差

異，發現 T92值為 0.626，顯著性 P 值為 0.533>0.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促進焦點

與預防焦點之重要性對於受測者而言並無顯著差異。 

 

三、正式實驗 

正式實驗設計的內容是根據前測二的促進/預防焦點屬性而得，主要變動是，將選

出最具有促進/預防焦點的三個屬性發展成為完整的廣告，本研究共有兩個實驗，其

實驗流程如圖三-2所示。 

 

 促進/預防焦點 平均數 促進/預防焦點 標準差 重要性平均數 

拍出藝術感 5.4194 1.4323 4.4829 

捕捉動態瞬間 5.2903 1.7165 5.3548 

容易使用介面 5.0000 1.2877 5.5419 

預防手震 3.1935 1.4731 5.2581 

耐摔 3.5161 1.3604 5.0323 

照片不會不小心曝光 3.5484 1.2862 5.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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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一之程序                                 實驗二之程序

 

圖 三-2 實驗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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