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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針對資料加以分析並進行假說檢定，首先描述資料的分佈情況；其次，確認

問卷中衡量變數之適用性；第三，進行操弄檢定，確認情境操弄成功、產品涉入可

以分成高、低二群，以及受測者的產品認知需求及產品知識可分為高低兩群；最後

進行假說檢定，並將檢定結果加以整理。 

第一節 描述性統計 

  正式實驗的樣本以政大學生為主，共發放 255 份問卷。回收樣本共 252 份，扣除

產品及廣告情境回答錯誤、明顯亂答或嚴重漏答等無效問卷後，共有 240 份為初步

有效問卷，實驗一與實驗二分別為 120 份問卷，八種情境各 30 份，由於作者於發放

問卷的同時，邊留意各種問卷的填答情況，當某一種問卷有無效問卷發生時，及增

加該問卷的填答份數，故結果為每種問卷的有效份數皆為 30 份。 

  本研究各組有效樣本結構彙整如下表四-1、四-2、四-3 

表 四-1 正式問卷有效樣本性別分配  

    實驗 

性別 

實驗一 比率 實驗二 比率 總和 比率 

男 52 43.3% 68 43.4% 120 50% 

女 68 56.7% 52 56.7% 120 50% 

總和 120 100% 120 100% 240 100% 

 

表 四-2 正式問卷有效樣本年齡分配 

    實驗 

年齡 

實驗一 比率 實驗二 比率 總和 比率 

15-18 歲 1 0.8% 16 7.3% 17 7.3% 

19-22 歲 34 28.3% 44 20.2% 78 20.2% 

23-26 歲 74 61.7% 44 20.2% 118 20.2% 

27 歲以上 11 9.2% 16 7.3% 27 7.3% 

總和 120 100% 120 100% 24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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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3 正式問卷有效樣本學院分配 

學院 實驗一 比率 實驗二 比率 總和 比率 

商學院 84 70% 62 28.4% 146 61% 

理學院 1 0.8% 5 2.3% 6 2.5% 

文學院 2 1.7% 16 7.3% 18 7.5% 

社會科學

學院 

22 18.3% 29 13.3% 51 21.25% 

法學院 4 3.3% 5 2.3% 9 3.75% 

教育學院 2 1.7% 0 0% 2 1% 

外語學院 5 4.2% 1 0.5% 6 2.5% 

國院事務

學院  

0 0% 1 0.5% 1 0.5% 

傳播學院 0 0% 1 0.5% 1 0.5% 

總和 120 100% 120 100% 240 100% 

 

  本研究利用多變量分析，檢定人口統計變數間的差異，是否會對於應變數的反應

造成顯著差異，發現只有年齡對於應變數的反應有顯著差異(P 值=0.03<0.05)，其餘

的人口統計變數的 P 值都>0.05，其中，性別的 P 值為 0.939>0.05、學院的 P 值為為

0.114>0.05。 

  進一步檢視年齡區隔中，哪些區個間對於應變數有顯著差異，故進行 Post Hoc 檢

驗，發現無論是在品牌態度、貨幣價值，以及廣告態度的部分，與其他年齡區隔有

顯著差異的，皆為 15-18 歲，亦即 15-18 歲與其他年齡的受測者，無論在品牌態度、

廣告態度以及貨幣價值上，皆有顯著差異。  

故後續在進行多變量分析時，將年齡放入共變量，是為了考量到年齡可能造成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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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衡量變數之適用性 

一、信度分析 

一份適用的問卷通常必須具備高效度與高信度，蒐集的資料才能反映真實的現

象。本研究問卷各構念之設計均參考過去文獻，並經過邏輯推理，問卷應可達掏效

度。信度方面採用行為科學常用的 Cronbach α及因素分析作為分析工具，確認各衡

量變數為高信度且為同一構念。 

  Cronbach α係數值即代表可信度。Wortze (1979) 認為α值大於0.7以上表示 

高信度，α值若低於0.35則應予放棄，介於0.7.0.98之間視為高信度；Nunnally(1978) 也

建議，Cronbach α至少要大於或等於0.7才是可接受的範圍。 

表4-4列出本研究所有變數的信度均在0.7 以上，依據Nunnally (1978)的研究，表

示問卷項目具有一定的信度，足以採信。 

本研究的信度衡量，採用一般普遍使用的的Cronbach α信度分析，各量表信度如

表四-4所示： 

表 四-4 各量表之 Cronbach α係數 

 

量表 Cronbach α 

涉入程度 0.7334 

認知需求 0.8523 

品牌態度 0.7610 

廣告態度 0.8589 

產品知識 0.9410 

 

二、效度分析 

 

效度即是正確性，指測量工具能正確的測出其欲測量的特質或屬性程度。依美國

心理學會所發行之『教育與心理測驗標準』，測驗之效度可分為以下三類： 

1. 內容效度(Content Validity)：指測量工具能涵蓋測量主題之程度，可藉著遵循依

定之程序發展測量工具，以使測驗內容適切。 

2. 效標關連效度（Criteria Validity）：係以測驗分數及效度標準間的相關程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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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測驗效度之高低。效標是指顯示測驗所欲測量的特質之獨立變數。 

3. 建構效度（Construct Validity）：指測量某一理論的概念或特質之程度，通常必

須以某㆒理論為基礎，據以建立和某一建構相關連的能力。因此，其正確性是建立

在理論本身的正確程度上。 

而本研究的效度就各類變數而言，其效果是屬於內容效度，乃透過理論、實證研

究，在判斷過程中，主觀判斷仍是常用的準則，文獻探討與專家的研究經驗皆屬必

要。由於本研究問卷內容之設計係以理論為基礎，並參考學者 Pham and Avent 

(2004)、Martin, Lang, and Wang(2004)、以及 Petty, Cacioppo & Kao（1984）等人問

卷之研究滙整而成，各量表係依據以前學者之研究，因此，應具有一定水準之內容

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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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操弄檢驗 

 
一、 廣告訊息的檢驗 

  在本研究的問卷中，有一部份是關於受測者認知到的廣告訊息訴求。為了確認受

測者所認知的廣告訊息訴求(促進利益或預防利益)，是否與本研究希望他們認知到

的訴求一致，故在問卷上附有操作檢定的題向。 

  作者參考了過去學者研究關於廣告訊息訴求(促進利益或預防利益)的相關文獻，

但是文獻中並沒有使用相關量表可以測量受測者所感受的廣告訊息利益，所以作者

在這部分沒有採用學者發展的量表。 

由於廣告訴求利益是本研究相當重要的部分，故仍需要確認受測者所認知的廣告

訴求利益是否與問卷上廣告所想要傳遞為一致，故作者與專家討論過後，設計一題

問項來確認受測者的認知利益，該問項為：你覺得廣告中強調該產品可以幫助您（單

選）？□避免惱人的問題（情況） □擁有您想要的情況。 

回收的255份問卷中，只有7份問卷所勾選的認知利益與本研（放棄）究廣告訊息

所傳遞的利益不符，也就是廣告訊息設計所傳遞的利益為促進焦點利益，而受測者

所勾選的則為預防焦點利益；或是廣告訊息設計所傳遞的利益為預防點利益，而受

測者所勾選的則為促進焦點利益。 

由上可知，本研究的受測者有高達97%所認知的廣告訊息利益與本研究所設計的

廣告訊息為相當成功。 

 

二、 涉入程度的檢驗 

在前測中，可以發現洗髮精與數位相機分別為高涉入度的產品與低涉入度的產

品，在正式實驗中，再一次確認是否有相同的結果，故進行檢驗。 

利用獨立樣本T檢定，發現檢定洗髮精與數位相機涉入程度的兩個變數的變異數

是否相等的Levene F檢定的結果顯示，P值=0.0002<0.05故兩者的變異數有顯著差

異，故檢視不假設變異數相等的獨立樣本T檢定，發現P值為0.0001<0.05，故數位相

機與洗髮精的涉入程度有顯著差異，如表四-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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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5 數位相機與洗髮精涉入程度之差異 

 平均數 標準差 樣本數 T值 P值 

數位相機 26.7917 3.8271 240 

洗髮精 17.175 5.4195 240 

22.455 0.0001 

 

經由上述檢定顯示，由於產品涉入程度是有顯著差異，故產品涉入操弄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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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影響消費者反應之因素 

  由於本研究主要是觀察，在廣告訊息與消費者目標導向相符時，消費者所產生較

佳的反應，是否會受到不同消費者本身的認知需求高低以及產品知識多寡所影響，

故本節首先確定受測者的認知需求以及產品知識可區分為高、低二群。 

 

一、 認知需求的衡量 

在本研究中，實驗受測者的認知需求程度係採語意差異方式的十八題短題本量表

衡量，並以全體樣本所得之中位數76.5作為高、低認知需求者的區分標準，總分77

分以上的為高認知需求，總分76以下的為低認知需求。 

茲將高認知需求與低認知需求二者在認知需求方面所得之平均數與標準差彙整於 

表四-6所示：高低認知需求的分配與廣告的卡方檢定 

表 四-6 高、低認知需求之變異數分析 

 平均數 標準差 樣本數 F值 P值 

高認知需求者 91.3667 11.3351 60 

低認知需求者 57.0833 9.4240 60 

324.537 0.0004 

經由單因子變異數檢定的結果顯示，高、低認知需求者在認知需求方面的差距確

有顯著差異。 

 

二、 產品知識的衡量 

在本研究中，產品知識以衡量主觀產品知識的4題量表得分進行加總衡量，並以全

體樣本所得之中位數作為區分受測者為高、低產品知識之區分標準，總分14以上的

受測者為擁有高度產品知識，總分13分以下的受測者為擁有低產品知識 

茲將高產品知識與低產品知識二者在產品知識方面所得之平均數與標準差彙整於 

表四-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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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7 高、低產品知識之變異數分析  

 平均數 標準差 樣本數 F值 P值 

高產品知識者 8.8103 3.5793 62 

低產品知識者 19.4839 2.6587 58 

340.125 0.0005 

經由單因子變異數檢定的結果顯示，擁有高、低產品知識者在產品知識方面的差

距確有顯著差異。 

 

三、 整體模式的檢定結果 

在探討本研究所有的假說之前，先利用多變量分析，進行整體的描述。 

首先考慮的部分，當受測者在被誘發出不同的目標導向後，並且閱讀了不同的廣

告訊息時，是否會有不同的產品態度、廣告態度與貨幣價值，亦即，當受測者的目

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時，比受測者的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不一致時，是否會有較

好的產品態度、廣告態度與貨幣價值。 

涵蓋了包含受測者之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之主效果與交互效果的整體模式分析結

果顯示，應變數為品牌態度之整體模式F3,236值為10.713，P值為0.0001<0.05；應變數

為廣告態度之整體模式F3,236值為4.536，P值0.0041<0.05；應變數為貨幣價值之整體

模式F3,236值為0.036，P值為0.9910>0.05，故整體模式在品牌態度與廣告態度為應變

數時是顯著的，但在貨幣價值為應變數時是不顯著的。 

而單看交互效果的部分顯示，目標導向x廣告訊息之2way交互作用在應變數為品

牌態度時之F1,236值為23.107，P值為0.0002<0.05、目標導向x廣告訊息之2way交互作

用在應變數為廣告態度時之F1,236值為11.175，P值0.001<0.05、目標導向x廣告訊息之

2way交互作用在應變數為貨幣價值時之F1,236值為0.026，P值為0.871>0.05，上述結

果顯示，當受測者之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時，相較於不一致的情況，品牌態度

以及廣告態度的部分，有顯著差異，但在貨幣價值的部分則未有顯著差異，至於差

異的方向則於以下說明。 

接著是要考慮，當放入涉入程度的差異時，是否會造成受測者改變其品牌態度、

廣告態度與貨幣價值，結果顯示，應變數為品牌態度之整體模式F7,236值為144.772，

P值為0.0000<0.05；應變數為廣告態度之整體模式F7,236值為4.536，P值0.0041<0.05；

應變數為貨幣價值之整體模式F7,236值為1203.921，P值為0.0000<0.05，故整體模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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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態度、廣告態度以及貨幣價值為應變數時皆為顯著。 

單看交互效果的部分顯示，目標導向x廣告訊息x涉入程度之3way交互作用在應變

數為品牌態度時之F1,236值為7.251，P值為0.008<0.05；目標導向x廣告訊息x涉入程度

之3way交互作用在應變數為廣告態度時之F1,236值為0.929，P值0.336>0.05；目標導

向x廣告訊息x涉入程度之3way交互作用在應變數為貨幣價值時之F1,236值為0.588，P

值為0.444>0.05，上述結果顯示，受測者之產品涉入程度會調節目標導向與廣告訊

息一致與否的品牌態度差異大小，但對於廣告態度與貨幣價值則無調節作用。  

  在考慮到認知需求的部分，亦即受測者的認知需求差異，是否會造成受測者改

變其品牌態度、廣告態度與貨幣價值，結果顯示，應變數為品牌態度之整體模式F7,112

值為14.458，P值為0.0002<0.05；應變數為廣告態度之整體模式F7,112值為3.263，P值

0.003<0.05；應變數為貨幣價值之整體模式F7,112值為7.386，P值為0.0002<0.05，故整

體模式在品牌態度、廣告態度以及貨幣價值為應變數時皆為顯著。 

單看交互效果的部分顯示，目標導向x廣告訊息x認知需求之3way交互作用在應變

數為品牌態度時之F1,112值為36.929，P值為0.0001<0.05；目標導向x廣告訊息x認知需

求之3way交互作用在應變數為廣告態度時之F1,112值為18.355，P值0.0003<0.05；目

標導向x廣告訊息x認知需求之3way交互作用在應變數為貨幣價值時之F1,112值為

21.454，P值為0.0009<0.05，上述結果顯示，受測者之認知需求程度差異會調節目標

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與否的品牌態度、廣告態度以及貨幣價值之差異大小。 

  在考慮到產品知識的部分，亦即受測者的產品知識差異，是否會造成受測者改

變其品牌態度、廣告態度與貨幣價值，結果顯示，應變數為品牌態度之整體模式F7,112

值為23.275，P值為0.0000<0.05；應變數為廣告態度之整體模式F7,112值為21.303，P

值0.0000<0.05；應變數為貨幣價值之整體模式F7,112值為3.435，P值為0.002<0.05，故

整體模式在品牌態度、廣告態度以及貨幣價值為應變數時皆為顯著。 

單看交互效果的部分顯示，目標導向x廣告訊息x產品知識之3way交互作用在應變

數為品牌態度時之F1,112值為118.524，P值為0.0000<0.05；目標導向x廣告訊息x產品

知識之3way交互作用在應變數為廣告態度時之F1,112值為101.567，P值0.0000<0.05；

目標導向x廣告訊息x認知需求之3way交互作用在應變數為貨幣價值時之F1,112值為

17.242，P值為0.0006<0.05，上述結果顯示，受測者之產品知識程度會調節目標導向

與廣告訊息一致與否的品牌態度、廣告態度以及貨幣價值之差異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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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假說驗證 

 (一)、假說一之驗證 

假設 1-a：廣告訊息和消費者的調節焦點相符時，相對於廣告訊息和消費者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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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共有兩個實驗，並且各有四組情況(兩組是廣告訊息與受測者的調節焦點

相符，兩組是廣告訊息與受測者的調節焦點不相符)，在測試假設一的1-a、1-b時，

將實驗一、實驗二的資料合併在一起進行比較，而假設1-c的部分，由於貨幣價值

的差距過大，故將貨幣價值標準化後，在進行比較，如表四-8所示。 

在不考慮受測者的產品涉入、認知需求以及產品知識的情況下，根據過去學者

的研究顯示，當廣告訊息與受測者的調節焦點相符時，受測者的整體的廣告態度、

品牌態度以及貨幣價值，應該都較廣告訊息與受測者的調節焦點不相符時來得好。 

利用多變量分析，將結果整理如表四-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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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8 廣告訊息與目標導向一致/不一致時所產生品牌態度、廣告態度以及貨幣價 

值的差異 

 

品牌態度之平均數 

（標準差） 

廣告態度之平均數 

（標準差） 

貨幣價值之平均數 

（標準差） 

目標導向 

廣告 

促進 預防 促進 預防 促進 預防 

促進 32.3833 

(11.2703) 

25.9167 

(11.5928) 

26.3333 
(7.9547) 

 

21.9667 
(7.5889) 

0.0040 
(1.0420) 

-0.0022 
(0.9803) 

 

預防 25.0667 

(10.5555) 

32.6667 

(11.8717) 

21.8167 
(8.4542) 

 

24.1333 
(6.8901) 

0.0001 
(1.0097) 

 

-0.0013 
(0.9914) 

 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

致時優於不一致時的品

牌態度平均：7.0333 

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

致時優於不一致時的廣

告態度平均：3.34145 

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

致時優於不一致時的貨

幣價值平均：0.0024 

 

結果顯示，當廣告訊息和消費者的調節相符時，所產生的品牌態度與廣告態度

都顯著高於廣告訊息和消費者的調節不相符時的情況，其中當目標導向與廣告訊

息一致時和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不一致時品牌態度的平均數差異為7.0333；當目

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時和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不一致時廣告態度的平均數差異

為3.34145；當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時和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不一致時貨幣價

值的平均數差異為0.0024，上述結果顯示，當受測者之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

時，所產生的品牌態度、廣告訊息與貨幣價值都較受測者之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

不一致時來的高，並透過多變量檢定上述差距是否有顯著差異，如表四-9所示。 

表 四-9 廣告訊息與受測者調節焦點相符與不符時，對受測者的影響之檢定表 

應變數 平方和(SS) 自由度(DF) 變異數(MS) F值 P值 

品牌態度 2968.067 1 2968.067 23.107 0.0002 

廣告態度 670.004 1 670.004 11.175 0.001 

貨幣價值 0.0268 1 0.0268 0.26 0.871 

 

經由表4-8與表4-9顯示，當廣告訊息和消費者的調節相符時，所產生的品牌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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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與廣告態度都顯著高於廣告訊息和消費者的調節不相符時的情況，故假設H1-a

與H1-b得到支持。但是在貨幣價值的部分，廣告訊息和消費者的目標導向相符時

的貨幣價值未顯著高於廣告訊息和消費者的目標導向不相符時的情況，但是方向

與假設H1-c相同。 

 (二)、假說二之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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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實驗的產品有洗髮精與數位相機兩種產品，而受測者在上述兩種產品的涉入程

度有所有不同，本研究想要研究產品的涉入程度有所差異時，是否會對於假說一的

情況產生影響，亦即在產品為低涉入之情況下，當廣告訊息與受測者的調節焦點相

符時對受測者的整體廣告態度、品牌態度以及貨幣價值認定所產生的正面加強效

果，應該都會有比高涉入產品的情況下有更好的作用。 

在這個部分的檢驗中，由於洗髮精與數位相機的貨幣值差距很大，無法直接比較，

故將其進行標準化後，在進行衡量。 

 

1.調節變數對於品牌態度的影響   

首先將檢驗涉入程度對於品牌態度的影響，利用多變量分析進行檢驗，將結果整

理如表四-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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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0 廣告訊息與目標導向一致/不一致時所產生品牌態度的差異 

—以高、低涉入為調節 

低涉入之平均數(標準差) 高涉入之平均數(標準差) 

目標導向 

廣告 

促進 預防 目標導向

廣告 

促進 預防 

促進 40.9333 

(8.7688) 

33.6333 

(11.1370) 

促進 23.8333 

(5.5029) 

18.2000 

(5.1220) 

預防 30.7000 

(11.0365) 

42.9000 

(5.1751) 

預防 19.4333 

(6.2626) 

22.4333 

(6.5694) 

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時優於不一致時的

品牌態度平均：41.9167-32.1667=9.75005 

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時優於不一致時的

品牌態度平均：23.1333-18.8167=4.3166 

 

由表四-10可以看出，整體而言，在品牌態度的部分，當受測者之目標導向與廣告

訊息所傳遞的利益焦點相符與不相符時所產生的差距，在低涉入產品的情況高於在

高涉入產品的情況，並利用多變量檢定是否達顯著差距，以表四-11所示。 

 

表 四-11 廣告訊息與目標導向一致/不一致時所產生品牌態度的差異 

—以高、低涉入為調節之檢定表 

交互作用 平均平方和 自由度 F值 P值 

涉入度x一致性 442.817 1 7.254 0.008 

 

透過上述結果的顯示，可以歸論受測者的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時比測者的

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不一致時，所產生較好的品牌態度差距，會受到產品涉入程

度不同而影響，亦即在低涉入產品因為受測者的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與不一

致所產生品牌態度的差異(平均數：9.75005)，高於在高涉入產品因為受測者的目

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與不一致所產生品牌態度的差異(平均數：4.3166)，並且

高、低涉入情況下的品牌態度的差異經過檢定有顯著差異，故可以歸結廣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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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受到產品涉入程

度所調節，故支持假設2-a。 

2. 調節變數對於廣告態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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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涉入程度對於廣告態度的影響，利用多變量分析進行檢驗，將結果整理如表

四-12所示。 

 

表 四-12 廣告訊息與目標導向一致/不一致時所產生廣告態度的差異 

—以高、低涉入為調節 

低涉入平均數(標準差) 高涉入平均數(標準差) 

目標導向 

廣告 

促進 預防 目標導

向 

廣告 

促進 預防 

促進 27.6000 

(8.7202) 

23.9000 

(8.5313) 

促進 25.0667 

(7.0267) 

20.0333 

(6.0543) 

預防 24.4667 

(8.4516) 

25.5667 

(7.6505) 

預防 19.1667 

(7.7106) 

22.7000 

(5.8141) 

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時優於不一致時

的廣告態度平均：6.5834-24.1833=2.4000 

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時優於不一致時

的廣告態度平均：23.8833-19.6=4.2833 

 

由表四-12可以看出，整體而言，在廣告態度的部分，當受測者之目標導向與廣告

訊息所傳遞的利益焦點相符與不相符時所產生的差距，在高涉入產品(平均數：

4.2833)的情況高於在低涉入產品(平均數：2.4000)的傾向，利用多變量檢定是否達顯

著差距，以表四-13所示。 

表 四-13 廣告訊息與目標導向一致/不一致時所產生廣告態度的差異 

—以高、低涉入為調之節檢定表 

交互作用 平均平方和 自由度 F值 P值 

涉入度x一致性 53.204 1 0..934 0.335 

 

透過上述結果的顯示，可以歸論受測者的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時比測者的

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不一致時，所產生較好的廣告態度差距，並無因為高、低涉

入程度而有顯著不同，高涉入度的產品時，似略高於低涉入的產品。此結果與本

假設的方向不一致，假設2-b不被支持。 

3. 調節變數對於貨幣價值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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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將檢驗涉入程度對於貨幣價值的影響，利用多變量分析進行檢驗，將結果整

理如表4-14所示，並且表四-14的值為經過標準化的。 

表 四-14 廣告訊息與目標導向一致/不一致時所產生貨幣價值的差異 

—以高、低涉入為調節 

低涉入平均數(標準差) 高涉入平均數(標準差) 

目標導向 

廣告 

促進 預防 目標導

向 

廣告 

促進 預防 

促進 1.0498 

(0.2711) 

0.9430 

(0.1648) 

促進 -0.9819 

(0.0007) 

-0.9875 

(0.0006) 

預防 0.9874 

(0.2480) 

0.9558 

(0.2419) 

預防 -0.9852 

(0.0004) 

-0.9814 

(0.0006) 

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時優於不一致時

的貨幣價值平均：1.0028-0.9652=0.0376 

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時優於不一致時的

貨幣價值平均：-0.9817-(-.9864)=0.0046 

由表四-14可以看出，整體而言，在貨幣價值的部分，當受測者之目標導向與廣告

訊息所傳遞的利益焦點相符與不相符時所產生的差距，在低涉入產品的情況(平均

數：0.0376)高於在高涉入產品的情況(平均數：0.0046)，並利用多變量檢定是否達顯

著差距，以表四-15所示。 

表 四-15 廣告訊息與目標導向一致/不一致時所產生貨幣價值的差異 

—以高、低涉入為調節之檢定表 

交互作用 平均平方和 自由度 F值 P值 

涉入度x一致性 0.0016 1 0.583 0.446 

透過上述結果的顯示，可以歸論受測者的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時比測者的

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不一致時，所產生較高的貨幣價值差距，在高、低產品涉入

情況下未有顯著差異，假設2-c不被支持，但方向一致。 

(三)、假說三之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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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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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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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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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假說是要考慮到，在受測者的認知需求不同情況下，是否會對於假說一的情況

產生影響，也就是在受測者為低認知需求的情況下，當廣告訊息與受測者的調節焦

點相符時，低認知需求之受測者的整體的廣告態度、品牌態度以及貨幣價值，應該

都會產生比高認知需求受測者更好的反應，以下將驗證此看法。  

1.調節變數對於品牌態度的影響   

首先將檢驗認知需求程度對於品牌態度的影響，利用多變量分析進行檢驗，將結

果整理如表四-16所示。  

表 四-16 廣告訊息與目標導向一致/不一致時所產生品牌態度的差異 

—以高、低認知需求為調節 

低認知需求平均數(標準差) 高認知需求平均數(標準差) 

目標導向 

廣告 

促進 預防 目標導向 

廣告 

促進 預防 

促進 26.3333 

(3.3523) 

25.1538 

(3.2875) 

促進 21.2500 

(4.1717) 

23.6923 

 (3.1986) 

預防 23.2857 

(4.3753) 

26.0588 

(2.5117) 

預防 20.4667 

(4.7938) 

24.2941 

(3.3683) 

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時優於不一致時

的品牌態度平均：26.1875-24.1852=2.0023

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時優於不一致時

的品牌態度平均：22.8128-21.9643=0.8485 

 

由表四-16可以看出，整體而言，在品牌態度的部分，當受測者之目標導向與廣告

訊息所傳遞的利益焦點相符與不相符時所產生的差距，在低認知需求的情況高於在

高認知需求的情況，並利用多變量檢定是否達顯著差距，以表四-17所示。 

表 四-17 廣告訊息與目標導向一致/不一致時所產生品牌態度的差異 

—以高、低認知需求為調節之檢定表 

交互作用 平均平方和 自由度 F值 P值 

認知需求程度x一致性 60.472 1 4.153 0.044 

 

透過上述結果的顯示，可以歸論受測者的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時比測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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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不一致時，所產生較好的品牌態度差距，會因為消費者的認

知需求程度不同而有所影響，亦即受測者在低認知需求的情況下，因為目標導向

與廣告訊息一致與不一致所產生品牌態度的差異(平均數：2.0023)，高於受測者在

高認知需求的情況下，因為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與不一致所產生品牌態度的

差異(平均數：0.8485)，在高、低認知需求情況下的品牌態度的差異經過檢定有顯

著差異，故可以歸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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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時的程度會受到認知需求程度所調節，故支持假設3-a。 

2.調節變數對於廣告態度的影響   

將檢驗認知需求程度對於廣告態度的影響，利用多變量分析進行檢驗，將結果整

理如表四-18所示。  

表 四-18 廣告訊息與目標導向一致/不一致時所產生廣告態度的差異 

—以高、低認知需求為調節 

低認知需求平均數(標準差) 高認知需求平均數(標準差) 

目標導向 

廣告 

促進 預防 目標導向

廣告 

促進 預防 

促進 31.6000 

(7.0183) 

20.5385 

(4.4836) 

促進 26.8750 

(8.0488) 

22.3826 

(7.5447) 

預防 21.7143 

(8.3245) 

28.0000 

(6.9911) 

預防 23.6000 

(8.6007) 

26.4706 

(10.0319) 

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時優於不一致時

的廣告態度平均：29.6875-21.1481=8.5394

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時優於不一致時

的廣告態度平均：26.6667-23.0357=3.361 

由表四-18可以看出，整體而言，在廣告態度的部分，當受測者之目標導向與廣告

訊息所傳遞的利益焦點相符與不相符時所產生的差距，在低認知需求的情況高於在

高認知需求的情況，並利用多變量檢定是否達顯著差距，以表四-19所示。 

 

表 四-19 廣告訊息與目標導向一致/不一致時所產生廣告態度的差異 

—以高、低認知需求為調節之檢定表 

交互作用 平均平方和 自由度 F值 P值 

認知需求程度x一致性 1102.841 1 18.175 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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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上述結果的顯示，可以歸論受測者的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時比測者的

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不一致時，所產生較好的廣告態度差距，會受到消費者的認

知需求程度不同而影響，亦即受測者在低認知需求的情況下因為目標導向與廣告

訊息一致與不一致所產生廣告態度的差異(平均數：8.5394)，高於受測者在高認知

需求的情況下，因為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與不一致所產生廣告態度的差異(平

均數：3.361)，在高、低認知需求情況下的廣告態度的差異經過檢定有顯著差異，

故可以歸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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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度會受到認知需求程度所調節，故支持假設3-b。 

 

3.調節變數對於貨幣價值的影響   

檢驗認知需求對於貨幣價值的影響，利用多變量分析進行檢驗，將結果整理如表

四-20所示。  

表 四-20 廣告訊息與目標導向一致/不一致時所產生貨幣價值的差異 

—以高、低認知需求為調節 

 

由表四-20可以看出，整體而言，在貨幣價值的部分，當受測者之目標導向與廣告

訊息所傳遞的利益焦點相符與不相符時所產生的差距，在低認知需求的情況高於在

高認知需求的情況，並利用多變量檢定是否達顯著差距，如表四-21所示。 

低認知需求平均數(標準差) 高認知需求平均數(標準差) 

目標導向 

廣告 

促進 預防 目標導向

廣告 

促進 預防 

促進 229.6667 

(34.8705) 

144.5385 

(20.1993) 

促進 189.8750 

(41.0786)

173.3529 

(59.2093) 

預防 168.2143 

(24.6270) 

229.7059 

(48.1037) 

預防 182.9333 

(42.8843)

185.3846 

(40.9503) 

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時優於不一致時的

貨幣價值平均：229.6875-156.8148=72.8727 

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時優於不一致時的

貨幣價值平均：187.6298-178.1431=9.4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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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21 廣告訊息與目標導向一致/不一致時所產生貨幣價值的差異 

—以高、低認知需求為調節之檢定表 

交互作用 平均平方和 自由度 F值 P值 

認知需求程度x一致性 36656.386 1 21.243 0.0001 

 

透過上述結果的顯示，可以歸論受測者的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時比測者的

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不一致時，所產生較高的貨幣價值差距，會受到消費者的認

知需求程度不同而影響，亦即受測者在低認知需求的情況下因為目標導向與廣告

訊息一致與不一致所產生貨幣價值的差異(平均數：72.8727)，高於受測者在高認

知需求的情況下所產生之貨幣價值的(平均數：9.4867)，因為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

一致與不一致所產生貨幣價值的差異，在高、低認知需求情況下經過檢定有顯著

差異，故可以歸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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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的程度會受到認知需求程度所調節，故支持假設3-c。 

(三)、假說四之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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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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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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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假說是要考慮到，在受測者的產品知識不同情況下，是否會對於假說一的情況

產生影響，也就是在受測者為低產品知識的情況下，當廣告訊息與受測者的調節焦

點相符時，受測者的整體的廣告態度、品牌態度以及貨幣價值，應該都會比高產品

知識受測者有較好的反應，以下將驗證此看法。 

1.調節變數對於品牌態度的影響   

首先將檢驗產品知識對於品牌態度的影響，利用多變量分析進行檢驗，將結果整

理如表四-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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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22 廣告訊息與目標導向一致/不一致時所產生品牌態度的差異 

—以高、低產品知識為調節 

低產品知識平均數(標準差) 高產品知識平均數(標準差) 

目標導向 

廣告 

促進 預防 目標導向 

廣告 

促進 預防 

促進 27.0556 

(3.1895) 

14.8235 

 (4.1418) 

促進 22.8667 

(2.0307

) 

20.6500 

(6.7612) 

預防 13.5333 

(1.8848) 

26.0000 

(4.6667) 

預防 19.0000 

(19.000

0) 

25.4615 

(1.5607) 

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時優於不一致時

的品牌態度平均：26.5278-14.1784=12.3494

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時優於不一致時

的品牌態度平均：23.1667-19.825=3.3417 

由表四-26可以看出，整體而言，在品牌態度的部分，當受測者之目標導向與廣告

訊息所傳遞的利益焦點相符與不相符時所產生的差距，當受測者為在低產品知識的

情況高於受測者在高產品知識的情況，並利用多變量檢定是否達顯著差距，以表四

-23所示。 

 

表 四-23 廣告訊息與目標導向一致/不一致時所產生品牌態度的差異 

—以高、低產品知識為調節之檢定表 

交互作用 平均平方和 自由度 F值 P值 

產品知識程度x一致性 2032.800 1 119.431 0.0000 

 

透過上述結果的顯示，可以歸論受測者的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時比測者的

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不一致時，所產生較好的品牌態度差距，會受到消費者的產

品知識程度不同而影響，亦即受測者在低產品知識的情況下，因為目標導向與廣

告訊息一致與不一致所產生品牌態度的差異(平均數：12.3494)，高於受測者在高

產品知識的情況下，因為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與不一致所產生品牌態度的差

異(平均數：3.3417)，在高、低產品知識情況下的品牌態度的差異經過檢定有顯著

差異，故可以歸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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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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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程度會受到受測者不同之產品知識程度所調節，故支持假設4-a。 

 

2.調節變數對於廣告態度的影響   

檢驗產品知識對於廣告態度的影響，利用多變量分析進行檢驗，將結果整理如表

四-24所示。  

表 四-24 廣告訊息與目標導向一致/不一致時所產生廣告態度的差異 

—以高、低產品知識為調節 

低產品知識平均數(標準差) 高產品知識平均數(標準差) 

目標導向 

廣告 

促進 預防 目標導向 

廣告 

促進 預防 

促進 29.2222 

(4.7224) 

14.2941 

(4.2686) 

促進 25.6000 

(2.1314

) 

21.7500 

(5.8117) 

預防 14.4667 

(2.2318) 

24.6000 

(5.6214) 

預防 18.8333 

(5.0061

) 

25.5385 

(6.4629) 

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時優於不一致時的

廣告態度平均：27.5714 -14.3750=13.1964 

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時優於不一致時

的廣告態度平均：25.5714 -20.2917=5.2798

由表四-24可以看出，整體而言，在廣告態度的部分，當受測者之目標導向與廣告

訊息所傳遞的利益焦點相符與不相符時所產生的差距，受測者在低產品知識的情況

高於受測者在高產品知識的情況，並利用多變量檢定是否達顯著差距，以表四-25

所示。 

表 四-25 廣告訊息與目標導向一致/不一致時所產生廣告態度的差異 

—以高、低產品知識為調節之檢定表 

交互作用 平均平方和 自由度 F值 P值 

產品知識程度x一致性 2449.293 1 104.901 0.0000 

 

透過上述結果的顯示，可以歸論受測者的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時比測者的

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不一致時，所產生較好的廣告態度差距，會受到消費者的產

品知識程度不同而影響，亦即受測者在低產品知識的情況下，因為目標導向與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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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訊息一致與不一致所產生廣告態度的差異(平均數：13.1964)，高於受測者在高

產品知識的情況下，因為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與不一致所產生廣告態度的差

異(平均數：5.2798)，在高、低產品知識情況下的廣告態度的差異經過檢定有顯著

差異，故可以歸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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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的程度會受到受測者之產品知識程度所調節，故支持假設4-b。 

3.調節變數對於貨幣價值的影響   

檢驗產品知識對於貨幣價值的影響，利用多變量分析進行檢驗，將結果整理如表

四-26所示。  

表 四-26 廣告訊息與目標導向一致/不一致時所產生貨幣價值的差異 

—以高、低產品知識為調節 

低產品知識平均數(標準差) 高產品知識平均數(標準差) 

目標導向 

廣告 

促進 預防 目標導向

廣告 

促進 預防 

促進 17216.6667 

(2291.4804） 

15266.6667 

(664.2112) 

促進 16426.6667 

(1624.0661) 

15650.0000 

(2084.4032) 

預防 15233.3333 

(495.2152) 

16500.0000 

(1649.9158) 

預防 15916.6667 

(1880.9250) 

17113.3333 

(1944.5068) 

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時優於不一致時的

貨幣價值平均：16858.3334-15249.9=1608.3 

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時優於不一致時

的品牌態度平均：16770-15783.3=986.667 

由表四-26可以看出，整體而言，在貨幣價值的部分，當受測者之目標導向與廣告

訊息所傳遞的利益焦點相符與不相符時所產生的差距，當受測者在低產品知識的情

況高於受測者在高產品知識的情況，並利用多變量檢定是否達顯著差距，以表四-25

所示。 

表 四-27 廣告訊息與目標導向一致/不一致時所產生貨幣價值的差異 

—以高、低產品知識為調節之檢定表 

 

交互作用 平均差異 自由度 F值 P值 

產品知識程度x一致性 42.0565 58 2.304 0.025 

 

透過上述結果的顯示，可以歸論受測者的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時比測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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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不一致時，所產生較高的貨幣價值差距，會受到消費者的產

品知識程度不同而影響，亦即受測者在低產品知識的情況下，因為目標導向與廣

告訊息一致與不一致所產生貨幣價值的差異(平均數：1608.3)，高於受測者在高產

品知識的情況下(平均數：986.667)，因為目標導向與廣告訊息一致與不一致所產

生貨幣價值的差異，在高、低產品知識情況下的貨幣價值的差異經過檢定有顯著

差異，故可以歸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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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的程度會受到產品知識程度所調節，故支持假設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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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假設檢定總表 

假設 檢定結果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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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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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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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成立 但方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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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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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成立 方向不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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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成立 但方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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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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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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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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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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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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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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