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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文摘要
本計畫目的在瞭解廣告資訊處理過程中

「自我預示」對於廣告訴求效果有何影響，
以及影響產生的認知機制為何，本計畫書提
出一系列的四個相關研究作探討。希望藉由
四個實驗，透過不同面向的探討，來加深我
們對於「自我預示」效果的瞭解。實驗一與
實驗二主要以商品廣告為研究的重點。實驗
三與實驗四則探討健康宣導廣告。同時實驗
一、三與四探討預示「獨立自我」與「互依
自我」的差異效果。實驗二則研究預示閱聽
眾「私我」與「公眾我」的影響。此外，實
驗一、三與四主要以廣告刊出之雜誌情境內
容來預示閱聽眾不同面向的自我。實驗二則
以廣告文案本身作為預示的內容。

關鍵詞：廣告效果、自我預示、資訊處理

Abstract
Drawing upon self-priming literature, this

study argues that individuals interpret messages
differently depending on which aspect of a
self-concept is currently activated and accessible.
Within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proposal
develops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to explore
self-priming effects on processing advertising
messages. Experiments one and two explore
self-priming effects within the context of
processing product advertising. Experiments
three and four investigate self-priming effects
within the context of processing
health-behavior-related PSA. Experiment one
proposes that priming the interdependent self, as
opposed to the independent self, will increase
the effectiveness of advertising containing
consensus information. Culture difference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investigate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individuals' susceptibility to interpersonal
influence will also be explored. Experiment two
argues that priming the private self, as opposed
to the public self, will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utilitarian appeals (vs. image appeals).
Culture difference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lso be examine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such as rational and experiential processing
styles and gender will be investigated.
Experiments three and four examine the effects
of self-priming on processing anti-smoking
advertising. Specifically, experiment three
proposes that priming the interdependent self, as
opposed to the independent self, will increase
the effectiveness of other-focused message
themes and appeals, as opposed to self-focused
message themes and appeal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such as message receivers' smoking
status and their degrees of self-monitoring will
also be examined. Finally, experiment four
argues that priming the interdependent self, as
opposed to the independent self, will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positively-framed messages
(vs. negatively-framed messages). The two
primary goals this series of studies attempts to
achieve are: first, to understand self-priming
effects in different advertising processing
contexts; second, to establish the underlying
process via which self-priming generates
different effects.

Keywords: Advertising Effects, self-priming,
information processing

貳、緣由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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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同樣地，
人的偏好或資訊處理的過程也不是絕對不變
的。過去認知心理研究發現在形成判斷或處
理資訊的當下，資訊處理者會倚賴「可提取
性」（accessibility)較高的概念作為判斷形成
與資訊處理的基礎（Higgins & Chaires, 1980;
Higgins & King, 1980)。此派研究背後的基本
假設是：個人在處理資訊時，認知容量是有
限的，因此只會應用少數的知識或架構來做
判斷。在這樣的狀況下，那些「可提取性」
較高的概念較有可能被應用來處理當下的資
訊。而正因為在不同的情境下，不同面向概
念的「可提取性」之高低有異，所以在不同
的情境下，一個相同的資訊接收者會對一樣
的刺激物作出差異的判斷與回應（Higgins &
Chaires, 1980; Higgins & King, 1980; Wyer &
Srull, 1980)。

研究自我概念與資訊處理關係的學者也
發現當不同的自我概念被預示(primed)而提高
其「可提取性」時，資訊接收者會對於相同
的自我相關資訊產生不同的解讀或反應
（Aaker & Lee, 2001; Ybarra & Trafimow,
1998）。社會心理學者認為自我概念具多元
面向性（multi-dimensionality)的特質（Markus
& Wurf, 1987），此觀點強調一個人同時有不
同面向的自我，而這些不同面向的自我，其
「可提取性」（accessibility)高低在不同的情
境下會有很大的差異。例如，當一個老師在
學校工作或教書時，作為老師的「自我」在
其自我概念中的多個面向中會是一個「可提
取性」高的面向。但是當一個老師在家裡活
動時，作為父親/母親的「自我」或是作為兒
子/女兒的「自我」，其「可提取性」則可能
高於作為老師的「自我」。就因為在不同情
境下，可提取的或主導的自我概念有異，而
會致使相同的一個人在這些不同情境下會對
同樣事物作出不同的判斷。

在自我概念是多元的
（multi-dimensionality)、變動的（dynamic)與
具延展性（malleable)特質這樣的基本前提
下，「自我預示」（Self- priming）相關研究
提出「情境預示」（situational primes)會提高
某些特定自我概念面向的「可提取性」
（Trafimow, Triandis & Goto, 1991; Ybarra &
Trafimow, 1998）。同時，當某些特定自我概
念面向的「可提取性」提高時，其對於當下

訊息的判斷則會產生較多影響（Aaker,
1999)。

近年來有學者將「自我預示」的概念延
伸到消費行為的情境來作談討。例如：Aaker
(1999)發現當消費者「陽剛的自我」被預示
時，消費者會對有陽剛特質的品牌產生好
感。相反地，當消費者的「興奮的自我」被
預示時，消費者會對引發興奮聯想的品牌產
生好感。本研究希望將這樣的概念，延伸到
廣告資訊處理的情境，強調當不同面向自我
概念被預示時，這些自我概念會影響到閱聽
眾對於廣告訴求的偏好。過去廣告相關研究
中雖有針對預示效果（priming)的探討，但大
抵侷限於商品相關特性是否會因為事前被預
示而影響到閱聽眾評估廣告中商品所使用的
標準，進而影響閱聽眾對此商品的喜好（例
如：Yi, 1990, 1993)。但是針對「自我預示」
的探討則未見於廣告相關文獻中，由於自我
概念在個人處理廣告資訊過程中扮演重要的
角色（Markus & Wurf, 1987)，同時廣告文案
或節目情境可以輕易地預示不同面向的自我
概念，那麼瞭解不同面向的自我概念如何可
以因為被預示而影響廣告資訊的處理則有其
實務與學術的重要性。

自我概念在一般人資訊處理過程會產生
何種影響一直是過去文獻中經常被討論的重
點（Markus & Wurf, 1987)。然而過去在廣告
相關研究領域內的探討大都鎖定「自我一致
性」效果作探討，主要發現消費者的既存自
我認知差異會讓他們偏好與既存自我認知一
致的廣告訊息（Chang, 2000; Hong & Zinkhan,
1995; Wang & Mowen, 1997）。換言之，這一
派的研究主要關照自我概念的「長期可提取
性」（chronic accessibility)效果，而忽略了廣
告資訊處理情境的差異或廣告文案的預示可
以暫時增加某些特定自我概念的「可提取
性」，進而影響到閱聽眾對於廣告訊息的判
斷。有異於這一派的研究，本系列研究將同
時從兩個角度來看自我概念可提取性的效
果，除了探討「情境預示可提取性」外，也
將同時關照消費者的既存自我概念可提取性
差異，也就是「長期可提取性」差異。

本研究將從兩組自我概念面向來探討
「自我預示」的效果。在眾多過去文獻中曾
被探討的自我概念面向中，最廣為討論的一
組相對的自我概念面向為「獨立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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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t self)與「互依自我」
（interdependent self) （Markus & Kitayama,
1991)。「獨立自我」強調個人是獨立自主的
主體，重視自我與他人相異的特質。「互依
自我」則關切自我與他人的關係，重視團體
的和諧以及自我與他人的關係。另一組經常
被討論的自我面向概念則為「私我」(the
private self)、「公眾我」(the public self)與「集
合我」(the collective self) (Baumeister, 1986;
Greenwald & Pratkanis, 1984)。「私我」強調
個人領域的自我，包括個人的特質與性格。
「公眾我」則指個人所認知到別人觀感中的
我。「集合我」則強調團體中的我。這兩組
自我概念面向的分類在過去文獻中討論較
多，定義也較明確，同時也較為一般學者認
同，因此將是本研究關注的焦點。

本計畫書從「自我預示」出發，想要瞭
解「自我預示」對於廣告訴求效果有何影響，
以及影響產生的認知機制為何，本計畫書提
出一系列的四個相關研究作探討。在消費行
為與廣告研究中，系列性的探討是建立一個
理論架構的一個重要方式。因此希望藉由四
個實驗，透過不同面向的探討，來加深我們
對於「自我預示」效果的瞭解。

整體而言，本研究希望透過一系列研
究，從不同的議題性質（商品與健康行為）、
不同的自我概念（「獨立自我」或「互依自
我」以及「私我」與「公眾我」），應用不
同的廣告訴求（「共識訊息」、「功能訴求」
/「形象訴求」、「自我相關」或「他人相關」
的訊息主軸與訴求、「正面框架」與「負面
框架」），透過不同形式的預示方式（以雜
誌情境或由廣告文案本身），考量不同的個
人差異（「受他人影響傾向」、「理性/經驗
性資訊處理傾向」、「自我監控高低」與性
別等），來建立起廣告資訊處理情境自我預
示所能產生的效果與機制。

四項實驗均已完成。由於篇幅有限，無
法在此針對每一個實驗的核心意涵與理論延
伸詳細地推陳。以下僅就每一個實驗的目
的、過程與結果作概要性的陳述。

參：研究內容
系列研究一
一、研究目的

實驗一主要探討商業廣告的效果，目的
在瞭解當閱聽眾的「獨立自我」或「互依自

我」被預示時，閱聽眾對於廣告中的「共識
訊息」（consensus information)（例如：消費
者最愛，消費者評比最佳）是否會有不同反
應。雖然過去文獻顯示「共識訊息」在消費
者作判斷時扮演重要角色（Aaker &
Maheswaran, 1997）。但是本研究強調「共識
訊息」的重要性會因為廣告資訊處理者某些
面向的自我概念被預示（因此「可得性」較
高）而降低或增加。當消費者的「獨立自我」
被預示時，而廣告訴諸於「大家都喜愛」時，
閱聽眾會認為「和別人一樣」，或選擇「別
人也偏好」的商品，是一個無法區辨自己與
他人差異的作法，反而無法對這樣的廣告訴
求或廣告中的商品產生較佳的反應與評價。
相反地，當「互依自我」被預示時，團體歸
屬成為一個重要的考量。在這樣的情境下，
消費者自然偏好有「共識訊息」的廣告資訊。
此外，過去「自我預示」相關研究中也特別
強調「個人差異」（individual differences)會
對於自我預示產生調和影響（moderating
effects)。在探討「共識訊息」時，本實驗將特
別關注閱聽眾本身「受他人影響傾向」
（susceptibility to interpersonal influence)的高
低是否會干擾「自我預示」對於廣告中「共
識訊息」使用的效果。最重要的是，本實驗
將試圖探討「自我預示」影響的機制
(mechanism)。希望深入瞭解是否與所預示的
自我面向一致的廣告訊息會鼓勵閱聽眾作較
為深入與仔細的思維，或增加其自我相關性
認知，最後導致說服效果的提升。
二、研究設計

本系列研究為兩個四因子受試者外實驗
設計（between subject factors）。四個受試者
外變數分別為自我預示（分為二個層次：獨
立自我與互依自我），產品種類多寡（分為
二個層次：高與低），論點品質（分為二個
層次：強論點與弱論點）與共識線索（分為
二個層次：有與無）。實驗一主要針對情感
性商品進行，實驗二主要針對認知性商品進
行。共招募 256 位受試者。

三、實驗流程
前測

共執行四波前測。第一波前測決定認知
性商品與情感性商品為何。第二波前測則決
定強弱論點與邊陲/簡則線索。第三波前測確
認產品種類多寡標準為何。第四波前測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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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實驗之前，將設計好的廣告作喜好度
與操弄內容之前測，希望不同廣告之間，確
認實驗廣告在操弄的變項上是有差異的，在
其他重要的面向（例如：創意與圖案的表現）
則是沒有差異的，以降低操弄之外變數所可
能產生的干擾。
主要實驗

受試者將被隨機分派到不同的操弄實驗
組別。在正式實驗開始前，執行者提及本研
究想探討電一般人如何閱讀雜誌，為了真實
起見，受試者被告知他們將看一個雜誌中的
幾頁（包括雜誌故事與廣告），然後填答一
些問題。自我預示的操弄資訊融入雜誌故事
中。

四、研究發現
自我預設對於廣告資訊處理有顯著的影

響。當「獨立自我」被預示時，受試者對於
共識訊息的廣告有較負面的態度。而當廣告
中無共識訊息時，「獨立自我」被預示或「互
依自我」被預示的受試者則沒有差異反應。
同樣地，當「獨立自我」被預示時，告知商
品提供多元選擇的廣告有較佳的效果。但是
當「互依自我」被預示，廣告中告知高選擇
或低選擇則無差異效果。認知反應仍在編碼
處理中，待編碼完成，即可就認知反應來分
析影響的過程與機制(mechanism)。

系列研究二
一、研究目的

實驗二也關切商業廣告的效果。然而與
實驗一有異的是實驗二主要研究預示「私我」
與「公眾我」的不同效果。另外，在廣告訴
求部分則鎖定「功能訴求」（utilitarian appeals)
與「形象訴求」(image appeals)的差異效果作
探討。在過去廣告研究中，「功能訴求」與
「形象訴求」是兩個核心的訴求類型(Johar &
Sirgy, 1991; Snyder & DeBono, 1985)。「功能
訴求」強調商品的特性與功能。「形象訴求」
透過使用者的形象描繪來呈現商品如何可以
提升使用者的形象(Johar & Sirgy, 1991;
Snyder & DeBono, 1985)。在「自我預示」的
研究架構下，本計畫書強調：當消費者的「私
我」被預示時，閱聽眾會專注於商品的核心
價值與功能，此時「功能訴求」廣告對消費
者來說會較具資訊性與說服性。相反地，當
消費者的「公眾我」被預示時，閱聽眾會在
意自我在眾人面前的形象。此時訴諸形象的

「形象廣告」對閱聽眾來說會有較高的說服
效果。實驗二並將探討「個人差異」變數的
影響─「自我監控高低」。同時實驗二會再度
測試「自我預示」影響的機制，以深入瞭解
「自我預示」效果產生的過程。

二、研究設計
本系列研究為四因子受試者外實驗設計

（between subject factors）。四個受試者外變
數分別為自我預示（分為二個層次：「私我」
與「公眾我」），廣告訴求（分為三個層次：
「功能」、「形象」與「混和」）與自我監
控高低（分為二個層次：高和低）。共招募
300 位受試者。

三、實驗流程
前測

共執行四波前測。第一波前測幫助選定
實驗的商品。第二波前測測試廣告訴求差異
是否如預期。第三波前測則是在正式實驗之
前，將設計好的廣告作喜好度與操弄內容之
前測，以確認不同廣告之間，除了在操弄的
變項上是有差異的，在其他重要的面向則是
沒有差異的，以降低操弄之外變數所可能產
生的干擾。
主要實驗

三百位受試者隨機分派到不同的操弄實
驗組別。其流程與實驗一雷同。主要透過雜
誌的閱讀來預示不同面向的自我概念。

四、研究發現
正如研究所預期，當「自我」或「公眾

我」被預示時，受試者會對於廣告產生不同
的反應。當「公眾我」被預示時，高自我監
控者對於廣告產生較佳的反應，但是對於低
自我監控者則無差異效果。同時，當「公眾
我」被預示時，形象訴求廣告的效果顯著地
高於功能訴求廣告。認知反應仍在編碼處理
中，待編碼完成，即可就認知反應來分析影
響的過程與機制(mechanism)。

系列研究三
一、研究目的

實驗三主要探討「自我預示」對不同反
菸廣告效果的影響。國內對於反菸廣告效果
的探討仍然十分欠缺。根據過去美國相關研
究顯示與本計畫書作者的整理，反菸訊息可
以概分為三大類目與七個內涵。從這些反菸
訊息中又大致可以區分為與「自我相關」的，
或與「他人相關」的訊息主軸（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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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s)。與「自我相關」的反菸訊息主軸包
括：抽菸對於自我健康的影響，而與「他人
相關」的反菸訊息主軸則主要強調抽菸會造
成周圍親友抽二手菸。除了反菸訊息主軸可
以概分為與「自我相關」的，或與「他人相
關」。同樣地，如何呈現反菸訊息也可以區
分為「自我相關」的手法，或與「他人相關」
的手法。與「自我相關」的呈現方式強調抽
菸對個人的傷害（生理、心理或社會），而
與「他人相關」的呈現方式則強調抽菸對重
要他人的傷害（生理、心理或社會）（例如：
抽菸會讓抽菸者失去健康，家人因此失去家
庭的支柱）。本研究強調男女生的自我概念
有異，當男性閱聽眾的「獨立自我」被預示
時，訊息接收者對於「自我相關」訊息主軸
與訴求方式會產生較佳的反應，這些反應包
括廣告態度，廣告可信度，訊息接收者的抽
菸信念，自我效能（self-efficacy）與抽菸傾向
等。相反地，當女性訊息接收者的「互依自
我」被預示時，訊息接收者會從他人的角度
來思考個人抽菸的行為，因此會對於「他人
相關」的訊息主軸或訴求方式產生較佳的回
應。

二、研究設計
本系列研究為四因子受試者外實驗設計

（between subject factors）。三個操弄的受試
者外變數分別為自我預示（分為二個層次：
「獨立」與「互依」），廣告訴求內容（分
為兩個層次：「自我」與「他人」），廣告
手法（分為兩個層次：「自我」與「他人」）。
另外一個測量變項為性別。共招募 216 位受
試者。

三、實驗流程
前測

共執行兩波前測。第一波前測測試廣告
訴求差異是否如預期。第二波前測則是在正
式實驗之前，將設計好的廣告作喜好度與操
弄內容之前測，以確認不同廣告之間，除了
在操弄的變項上是有差異的，在其他重要的
面向則是沒有差異的，以降低操弄之外變數
所可能產生的干擾。
主要實驗

216 位受試者隨機分派到不同的操弄實
驗組別。其流程與實驗一雷同。主要透過雜
誌的閱讀來預示不同面向的自我概念。

四、研究結果

預示核心概念可以顯著地提昇反菸推廣
的效果。對女性受試者而言，互依自我被預
示時，「他人相關」訴求的廣告效果較「自
我相關」訴求為佳。相對而言，對男性受試
者而言，獨立自我被預示時，「自我相關」
訴求的廣告效果較「他人相關」訴求為佳。

系列研究四
實驗四與實驗三相同的地方在於針對反

菸廣告效果作探討。不同之處則在於探討的
廣告內涵。過去研究顯示，當資訊處理者的
「獨立自我」面向被預示時，會採用「進取
導向」(promotion)的「自我規範目標」
（self-regulatory goals)來處理資訊。相反地，
當資訊處理者的「互依自我」面向被預示時，
則會採用「預防導向」(prevention)的「自我規
範目標」來處理資訊。而這些「自我規範目
標」導向會影響到資訊接收者對於「獲得資
訊框架」（gain message frames)與「失去資訊
框架」(loss message frames)產生不一樣的反
應。本研究整合過去說服研究中的「正面框
架」與「負面框架」訊息的相關研究，提出
「獲得資訊框架」類同於「正面框架」，而
「失去資訊框架」類同於負面框架。因此當
閱聽眾的「獨立自我」面向被預示時，會對
於「正面框架」的反菸訊息產生較佳的效果。
相反地，當資訊處理者的「互依自我」面向
被預示時，則會對於「負面框架」的反菸訊
息產生較佳的效果。

二、研究設計
本系列研究為三因子受試者外實驗設計

（between subject factors）。三個受試者外變
數分別為自我預示（分為二個層次：「公眾
我」與「私我」），廣告訴求內容（分為兩
個層次：「生理」與「心理」），廣告框架
（分為兩個層次：「正面」與「負面」）。
共招募 192 位受試者。

三、實驗流程
前測

共執行兩波前測。第一波前測測試廣告
框架差異是否如預期。第二波前測則是在正
式實驗之前，將設計好的廣告作喜好度與操
弄內容之前測，以確認不同廣告之間，除了
在操弄的變項上是有差異的，在其他重要的
面向則是沒有差異的，以降低操弄之外變數
所可能產生的干擾。
主要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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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位受試者隨機分派到不同的操弄實
驗組別。其流程與實驗一雷同。主要透過雜
誌的閱讀來預示不同面向的自我概念。

四、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發現受試者性別、廣告框架與

自我預示間產生顯著的交互作用。對女性受
試者而言，當她的核心自我概念被預示時，
廣告框架不會產生顯著的影響。相反地，當
她的非核心自我概念被預示時，廣告框架則
會產生顯著的影響。同樣地，對男性受試者
而言，當他的核心自我概念被預示時，廣告
框架不會產生顯著的影響。相反地，當他的
非核心自我概念被預示時，廣告框架則會產
生顯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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