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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討廣告的訊息訴求方式、訊息正反性、訊息來源可信度與消費者

認知需求程度等四個變數，對廣告效果的直接影響及交互作用。其中，訊息訴

求方式分為理性訴求與感性訴求、訊息正反性分為正面訊息及反面訊息、訊息

來源可信度分為高可信度及低可信度、消費者之認知需求則分為高認知需求及

低認知需求，前三者以 2x2x2的實驗設計操弄，消費者之認知需求由問卷衡量

而得，廣告效果則以廣告態度、產品態度、及購買意願衡量之。實驗樣本來自

國立成功大學的 217位學生。在統計方法上使用了獨立樣本 t檢定與雙因子變

異數分析來驗證假設。 

在直接效果方面，本研究結果指出，訊息來源可信度對廣告效果有直接正

向的影響；正面訊息的廣告對消費者之購買意願的影響會優於反面訊息的廣

告；低認知需求的消費者之廣告效果較好。在交互作用方面，本研究結果指出，

消費者的認知需求程度不同會干擾訊息訴求方式、訊息正反性、訊息來源可信

度對廣告效果的影響關係。高認知需求程度之消費者，較偏好理性訴求的廣告

及反面訊息的廣告；而低認知需求之消費者，則偏好感性訴求的廣告與正面訊

息的廣告；高可信度的訊息來源對低認知需求者比對高認知需求者更重要。再

者，訊息來源可信度分別與訊息訴求方式及訊息正反性，對廣告效果有顯著的

交互作用。當高可信度之訊息來源搭配理性訴求，低可信度之訊息來源搭配感

性訴求，會產生較佳之廣告效果，又訊息來源可信度為低時，更應配合正面訊

息。 

關鍵詞：訊息訴求方式、訊息正反性、訊息來源可信度、認知需求、廣告效果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irect and interactive effects of advertising message appeals, 

message framing, message source credibility, and need for cognition (NFC) of consumers on 

advertising performance measured by advertising attitude, product attitude and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 Message appeals (rational and emotional), message fram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and message source credibility (high and low) are manipulated in a 2x2x2 factorial 

experiment. Experimental samples are 217 students i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In the 

statistical method, this study utilizes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and two-way ANOVA to tes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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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otheses. 

Regarding the direct effect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message source 

credibility has positive effect on advertising performance, the positively framed messages result 

in better purchase intention than negatively framed ones, and low-NFC consumers perceive 

better advertising performance than high-NFC consumers. Regarding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this 

study finds that NFC can moderate the effects of message appeals, message framing, and 

message source credibility on advertising performance. Specifically, while high-NFC consumers 

prefer the messages of rational appeals and the negatively framed messages, low-NFC 

consumers respond favorably to the messages of emotional appeals and the positively framed 

messages, and the message source credibility is more important to low-NFC consumers than 

high-NFC consumers. Moreover, this study also finds that when message sources with higher 

credibility present rational messages and message sources with lower credibility present 

emotional messages, there are more favorable effects on advertising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message sources with lower credibility should present the positively framed messages. 

Keywords:  Message Appeals, Message Framing, Message Source Credibility, Need For 

Cognition, Advertising Performance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廠商利用一些工具將產品的相關訊息傳遞給目標消費者，使其產生廠商所

期望的消費行為，其中廣告是重要的工具，而且廣告對於消費者的行為有重大

的影響。然而，廣告是否能成功，和廣告的訊息策略有密切關係。 

廣告的訊息策略至少包括訊息訴求方式、訊息正反性、訊息來源可信度。

常用的廣告訊息訴求方式有理性訴求與感性訴求，前者強調屬性分析，後者強

調情感營造。廣告訊息之正反性是指廣告所傳達的訊息是以正面訊息（強調產

品正面屬性或使用產品能帶給消費者的利益）或反面訊息（強調產品的反面屬

性或是不使用該產品會造成的損失）來陳述產品。訊息來源可信度是指陳述廣

告訊息的代言人，被消費者所信任的程度。 

根據過去學者們的研究結果，雖然已知消費者對於廣告訊息的接受程度，

會受訊息來源可信度（message source credibility）的影響（Fishbein and Ajzen, 

1975），具專家身份的訊息來源者能對消費者產生較高的廣告效果（Wood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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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avenport, 1974; Maddux and Rogers, 1980）。同樣的，訊息訴求方式與訊

息正反性對廣告效果的影響亦有多位學者研究過，然而過去研究廣告訊息議題

之學者多傾向研究單一訊息策略產生的廣告效果（Levin and Gaeth, 1988; 

Meyerowitz and Chaiken, 1987）。甚少進行多種策略的綜合研究，但在現實生

活中，人們所看到的廣告並非只包含單一策略。再者，基於 Maheswaran and 

Meyers-Levy（1990）以及 Rothman, Martino, and Bedell（1999）提出的論點，

廣告效果可能會受到消費者人格特質的干擾。因此，本研究選擇消費者的認知

需求為本研究的另一重要變數，深入探討對廣告效果的影響。 

基於以上的論點，本研究認為有必要進行一個多訊息策略並加入消費者人

格特質的綜合研究。因此本研究以廣告的訊息訴求方式、訊息正反性、訊息來

源可信度設計 8種型態的廣告，再加上消費者人格特質中的認知需求程度（高

認知需求與低認知需求），進行實驗，探討對廣告的直接效果和交互效果。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是研究廣告主應如何運用廣告訊息策略來達到較佳的

廣告效果。本研究所論述的廣告訊息策略包括訊息訴求方式（理性和感性）、

訊息正反性、訊息來源可信度，同時考慮消費者認知需求，以求瞭解對廣告的

態度、對產品的態度，對購買意圖之影響。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包括以下幾點： 

1.探討廣告的訊息訴求方式對廣告效果的影響。 

2.探討廣告的訊息正反性對廣告效果的影響。 

3.探討廣告的訊息來源可信度對廣告效果的影響。 

4.探討消費者的個人認知需求程度對廣告效果的影響。 

5.探討廣告的訊息訴求方式、廣告的訊息正反性、廣告的訊息來源可信

度、消費者的個人認知需求程度對廣告效果的影響是否有交互作用。 

 

 



中山管理評論 

 ～111～

貳、文獻探討 

一、廣告效果 

當企業利用廣告與消費者進行溝通後，需要去檢視其廣告效果是否和當初

所定之目標一致。常用來評估廣告效果的方式有兩大類：銷售效果與溝通效果

的衡量。廣告的銷售效果的衡量是以產品銷售量為衡量標準，但由於銷售量的

影響因素並不僅限廣告，因此，若未考慮其他影響因素，而直接以銷售量衡量

廣告效果，其結果之正確性較受質疑。同時廣告的銷售效果常被公司視為機

密，較少對外公布，同時外界也缺乏公正客觀的衡量標準，因此探討廣告的銷

售效果通常不易完成。然而，在另一方面，廣告溝通效果的衡量重點，是衡量

廣告對消費者心理及態度的影響，而廣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讓消費者有效接收

廣告主傳播的訊息，而觸及消費者內心，進而產生購買意圖。廣告溝通效果的

評估較為容易，而且有助於企業瞭解廣告是否達到對消費者溝通的目的，例如

瞭解廣告之後，消費者對廣告的態度、對產品的態度、購買意願等。多數學者

探討廣告溝通效果時常利用問卷或實驗操弄方式進行之，以在特定的情境下，

討論不同的廣告溝通效果。 

本研究探討的廣告效果實為廣告溝通效果的範圍，以下說明廣告效果的內

涵和為何以廣告態度、產品態度、及購買意願來衡量廣告效果的原因。 

Lutz, MacKenzie, and Belch（1983）根據 Fishbein and Ajzen（1975）對態

度的定義，將廣告態度定義為「在特定展露情況下，對於特定的廣告刺激，所

反應的喜好與否的傾向。」Baker and Churchill（1977）則主張廣告態度應包

括認知、情感及意欲三部份。另外，Heider（1946）提出「均衡理論」，他認

為消費者對廣告的態度，也會影響其對廣告所推銷的產品態度，而其原先對該

產品的態度，也會影響其對廣告的態度，這兩種態度相互影響，直到在消費者

心目中達成均衡，而達均衡時，對產品的態度則影響其對產品的購買決策（李

坤遠，1996）。因此，我們認為廣告態度、產品態度、及購買意願有相關性，

但並不是相同的概念。 

Gorn（1982）的研究指出廣告態度會影響其品牌購買意願。Moore and 

Hutchinson（1983）証實廣告態度與品牌態度兩者呈正向線性關係。MacKenzie

在 1986年提出了雙重中介假說（the dual mediation hypothesis），後來証實了廣

告態度、品牌態度與購買意願三者的關係（MacKenzie and Lutz, 1989），且認

為消費者的廣告態度會直接影響其對品牌的態度，而品牌態度亦會直接影響其



廣告的訊息訴求方式、訊息正反性、訊息來源可信度與消費者認知需求對廣告效果之影響 

 ～112～

購買意願。Holbrook and Batra（1987）的研究亦指出，消費者的廣告態度與情

緒反應會共同影響其對廣告的情感，進而影響其對品牌的態度。 

另亦有文獻指出，廣告態度、對廣告注意程度、品牌態度、及購買意圖之

間，形成階層式的效果（hierarchy-of-effects）（Bruner II and Kumar, 2000），變

數間並且具有正向關係。此階層式效果主張購買決策非單一階段，而是由許多

階段組成，消費者之決策由低層次的認知至高層次的購買。有關消費者對廣告

之層級反應的內容，各學者所用的名詞不一，大致上分為三階段，依序為認知

/學習（ cognitive/learning）、情感 /態度（ affective/attitude）、意欲 /行動

（conative/action），消費者在接觸訊息之後，由於注意、瞭解、記憶、接受而

學習和認知該訊息的內容，進而發生興趣，發展喜歡與否的態度，最後透過對

廣告及產品態度的確定，而決定購買意願和行動。 

由以上的文獻可以知道，購買行動產生之前，有甚多的前置變數存在，這

些變數若處於有利的地位，對產品的銷售甚有助益，因此衡量廣告效果可以由

多方面衡量，而提升廣告態度、產品態度、購買意圖均能促進購買行動，因此

我們認為廣告態度、產品態度、購買意圖都是衡量廣告效果的適合指標。本研

究擬利用廣告態度、產品態度、及購買意願來衡量廣告效果，如此也將使得研

究結果的適用性較廣。 

二、訊息訴求方式 

Kolter（1991）將訊息訴求方式分為兩種： 

1.理性訴求（rational appeal）：主要是呈現產品本身的利益、或是以消費

者的自我利益為訴求內容。在廣告中，它說明該產品或服務能產生消費者所要

求的功能及利益。例如產品的品質、功能、特徵等。 

2.感性訴求（emotional appeal）：主要是藉由引起消費者的正面或負面情

緒來激發其購買的意願。人們很多根源於本性（instinct）或驅力（drive）的行

為，常常以情感表現出來，由於本性、驅力和情感是息息相關的，所以廣告訴

求涉及三者之一時，皆可稱為感性訴求。 

Aaker and Norris（1982）使用「資訊、理性、認知」以及「形象、感性、

感覺」分別來描述理性訴求和感性訴求，更能清楚地瞭解這兩種訴求的內涵。 

過去學者多採用 Kolter 對於廣告之訊息訴求方式的分類來進行研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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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亦採用 Kolter 對廣告之訊息訴求方式的分類，將廣告的訊息訴求方式方

式分為理性訴求與感性訴求，將其定義為，理性訴求主要是呈現產品本身的利

益，以消費者的自我利益為訴求內容；感性訴求則主要是藉由引起消費者的情

緒來激發其購買意願。 

蔡清山（1978）比較理性訴求與感性訴求對受測者認知層面、態度層面、

和行為層面的影響，結果發現理性訴求與感性訴求的影響力在這三個層面上都

有差異。對於理性訴求的效果方面，Shimp（1981）認為廣告的目的是解決消

費者的問題，而消費者是理性、系統性的決策者，因此 Shimp 認為理性訴求

在影響消費者對產品的態度方面，效果最佳。 

Laskey, Fox, and Crask（1995）也指出訊息訴求方式之策略確實能影響廣

告效果，不同的訊息策略，將導致消費者對廣告效果的不同反應。張志桂（1990）

的研究指出，理性訴求搭配幽默廣告能引發較佳的廣告效果，對於品牌態度、

購買意圖也有最佳的效果。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一＞理性的訊息訴求方式，會產生較佳的廣告效果。 

三、廣告訊息架構（訊息正反性） 

廣告訊息架構（message framing）指的是廣告將訊息以正面或反面的方式

來傳達，又稱為「訊息正反性」。根據以往學者的研究，訊息正反性分為兩種

定義：第一種為訊息本身傳達形式的正反性，正面訊息的形式是強調消費者使

用產品後伴隨之利益，反面訊息則強調消費者不選擇此產品後所帶來的捐失

（Meyerowitz and Chaiken, 1987; Maheswaran and Meyers-Levy, 1990; Zhang 

and Buda, 1999）。第二種為傳達訊息屬性的正反性，以產品或主張的正面屬性

來傳達正面訊息，另外以產品或主張的反面屬性來傳達反面訊息，例如，對一

塊肉（75%為瘦肉，也就是說 25%為肥肉）的描述，若強調 75%為瘦肉則為正

面訊息的傳遞，但若強調 25%為肥肉則為反面訊息的傳遞（Levin and Gaeth, 

1988）。 

Rothman, Salovey, Antone, Keough, and Martin（1993）發現，相同的訊息

內容，但運用不同的訊息架構，對消費者而言會有不同的影響。Levin and Gaeth

（1988）發現傳達正面訊息會產生較佳的受測者評價。Eagly and Chaiken

（1993）也認為當訊息溝通者有正向態度時，會產生較高的說服力。Smith

（1996）的研究發現正面訊息架構的廣告會產生較佳的廣告效果，且會因產品



廣告的訊息訴求方式、訊息正反性、訊息來源可信度與消費者認知需求對廣告效果之影響 

 ～114～

類型而有不同的影響。林建煌（1991）之廣告信念、廣告訊息正反性、廣告主

聲譽與廣告效果研究中，發現受測者持肯定型的廣告信念下，正面訊息較有廣

告效果。Swinyard（1993）的研究指出，對於主題的瞭解較少之消費者，較接

受正面訊息，以避免影響心情。Rothman, Salovey, Antone, Keough, and Martin

（1993）在研究中指出，對皮膚癌瞭解較少的男性，較偏好正面訊息。綜合以

上所述，推出以下假設： 

＜假設二＞正面訊息的廣告，會產生較佳的廣告效果。 

四、訊息來源可信度 

Ohanian（1990）認為訊息來源可信度（source credibility）就是收訊者信

任訊息溝通者（communicator）具有正面特質之程度。 

學者對於訊息來源可信度的衡量提出許多的構面，不外乎可信任性

（trustworthiness）、能力（competence）、動力（dynamism）、客觀性（objectivity）、

安全（safety）、資格（qualification）、專業性（expertness）、可信性（believability）、

社交性（sociability）、吸引力（attractiveness）和親和性（likeability）（Bowers 

and Phillips, 1967; Whitehead,1968; Berlo, Lemert and Mertz, 1969; Applbaum 

and Anatol, 1972; Simpson and Kahler, 1980; DeSarbo and Harshman, 1985; Wynn, 

1987; Ohanian, 1990） 

以下就 Ohanian（1990）所提出的訊息來源可信度的三個構面－吸引力

（attractiveness）、可信任性（trustworthiness）和專業性（expertise）－摘要討

論。 

1.吸引力 

廣告和溝通方面的多項研究指出，吸引力是判斷一個人可信度的重要指標

（Joseph, 1982; Kahle and Homer, 1985）。Joseph（1982）的研究中指出，有吸

引力的溝通者易使收訊者對其所推薦介紹的產品產生正面的印象，其他學者亦

支持此說法。Kahle and Homer（1985）認為有吸引力的溝通者能強化正面態

度的改變。 

2.可信任性 

可信任性的意義是在溝通過程中，收訊者對於推薦人或訊息的信任程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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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程度（Ohanian, 1990）。研究發現，專業性與可信任性此兩項因素會產生

最大的收訊者看法之改變，事實上不論訊息來源是否具有專業性，高可信任性

的溝通者往往具有說服效果。 

3.專業性 

訊息來源的專業性與權威性（authoritativeness）、能力（competence）、專

家性（expertness）、資格（qualification）相似。Maddux and Roger（1980）認

為訊息來源的專業性對於收訊者的態度有正面的影響。Crano（1970）的研究

指出，收訊者對高專業性訊息來源的廣告主張較認同。Woodside and Davenport

（1974）亦發現高專業性的銷售員比低專業性的銷售員能吸引更多的顧客。 

訊息來源的吸引力、可信任性和專業性有時能同時具備，例如 Friedman, 

Santeramo and Traina（1979）的研究發現，名人（celebrity）的可信任性與專

業性和吸引力高度相關。 

在訊息來源可信度對廣告效果的影響之相關研究方面，Lutz, MacKenzie 

and Belch（1983）指出，訊息來源可信度、廣告主張的差異性（advertising claim 

discrepancy）和個人對一般廣告所持的總體信任態度，會影響收訊者對廣告可

信度的認知，而廣告可信度又會影響個人對廣告的態度。因此，訊息來源可信

度愈高，收訊者對廣告有較佳的態度。Eagly and Chaiken（1993）認為具有較

高評價的溝通者（communicators），對於產品有較高的說服力。Grewal, Gotlieb, 

and Marmorstein（1994）研究發現當訊息來源可信度高時，消費者對於廣告的

訴求較不會打折扣，相反地，當訊息來源可信度低時，消費者便會對於說詞存

有懷疑（Zhang and Buda, 1999）。梁文傑（1992）主張當消費者對於產品的瞭

解不夠時，高可信度來源的廣告主張，能產生較佳的態度。Rhine and Severance

（1970）的研究指出，在消費者沒有相關的知識時，高可信度的訊息來源較低

可信度的訊息來源有說服效果。因此，推出以下假設： 

＜假設三＞訊息來源可信度較高，會產生較佳的廣告效果。 

五、認知需求 

認知需求的概念早期是由 Cohen, Stotland, and Wolfe（1955）所提出，表

示個人對「建構關鍵情境為有意義與統整的形式」的需求高低，也就是將特定

情境轉化為個人系統的需求，此需求強度是因人而異（周惠珍，1999）。Andr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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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vasula, and Akhter（1990）將個人的認知需求定義為，處理廣告訊息的動

機（Zhang and Buda, 1999）。 

Petty and Cacioppo 在 1981 發表思考可能性模式（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簡稱 ELM）說明消費者對資訊的處理方式。其認為 ELM 會影響消費

者對廣告的態度與回應，消費者會依兩種路線來處理接受的資訊： 

1.中央路線 

視態度的改變是個人對相關的資訊做過審慎周詳的評估後所產生的結

果，為理性的處理程序，消費者對於廣告或產品的態度，是經由深入思考、推

理訊息而形成。 

2.邊陲路線 

視態度的改變非經過深思熟慮的結果，而只是因為態度的對象和某些正面

或負面的線索連結在一起，或只是因為個人依據資訊中某些簡單的線索做的推

論而已，是屬於感性的處理程序，消費者根據溝通過程中的某些線索，例如背

景音樂、產品代言人、品牌印象等產品邊陲屬性，形成對廣告或產品的態度，

並未對訊息內容做深入的思考。 

Zhang and Buda（1999）認為認知需求高之消費者面對產品訊息時，較不

易受訊息操作而動搖，故以中央路線處理資訊者，較不易受廣告訊息的影響。

相反的，對於認知需求低之消費者，廣告主只要在廣告訊息的操作上偏向獨特

性，可使消費者產生偏好，進而有購買意圖，此即為 ELM之邊陲效果。因此

推出以下假設： 

＜假設四＞認知需求較低之消費者，會產生較佳的廣告效果。 

六、訊息訴求方式與認知需求對廣告效果的交互作用 

Petty, Cacioppo, and Schumann（1983）將人們的認知過程分為注意、理解、

思慮及整合等四個步驟，人們處理資訊的能量有限，因此當面對生活中的資訊

時，通常會依處理資訊的動機（涉入程度、認知需求、人格特性）和能力（知

識、理解力、分心程度、時間）的不同，可能對該資訊的內容做較深入的處理

（中央路線），或只依一些簡單的線索和原則做判斷（邊陲路線）。因此個人的

認知需求程度（need for cognition, 簡稱 NFC）會影響消費者的訊息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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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認知需求程度的消費者喜好複雜有挑戰的工作，傾向思考訊息內容，多半採

循中央路線來處理資訊，並且透過相關訊息的處理而產生內在快樂。而低認知

需求程度的消費者偏好簡單且一致性高的工作，不喜歡思考，傾向採行邊陲路

線來處理資訊。消費者有不同的思考模式，因此有可能對相同的訊息訴求方式

形成不同的反應。 

Liebermann and Flint-Goor（1996）認為，消費者對於資訊處理的機制，

會影響訊息訴求方式之策略（例如理性或感性）的效果。Petty, Cacioppo, and 

Schumann（1983）認為 ELM代表消費者對資訊的處理過程，會影響其對廣告

與產品的態度。Pallak, Murroin, and Koch（1983）發現訊息訴求方式與消費者

潛在的訊息處理路線有很大的關連。Levin and Gaeth（1988）認為訊息本身並

無主要效果，必需透過受試者的處理動機才能決定真正的說服效果，證明訊息

處理的重要性。另外，李坤遠（1996）的研究指出，消費者訊息涉入程度高時，

理性的廣告訴求有較佳的廣告效果，反之訊息涉入程度低時，感性的廣告訴求

則有較佳的廣告態度，而消費者在訊息處理屬高涉入時，表示對於資訊需求的

程度亦高。因此得出以下假設： 

＜假設五＞訊息訴求方式與消費者認知需求對廣告效果有交互作

用。 

七、訊息正反性與認知需求對廣告效果的交互作用 

雖然一般說來，正面訊息較易得到有效反應，但實際上仍受其他因素影

響。Maheswaran and Meyers-Lery（1990）研究人們對膽固醇血液檢查之健康

行為時發現，當人們對於相關知識需求程度高時，可能干擾訊息正反性的廣告

效果，反面訊息較正面訊息有說服效果；而在需求程度低時，消費者不會細察

訊息的主張，在訊息處理上傾向邊陲路線，因此正面訊息則較有說服效果。

Zhang and Buda（1999）選擇收音機對學生進行實驗後也發現，低認知需求的

受測者受到正面訊息的影響較高。Meyerowitz and Chaiken（1987）的研究發

現，對行為有高風險知覺時，採反面形式的廣告訊息其說服效果較佳，同時知

覺風險愈高，往往造成愈高的認知需求，即表示高認知需求時反面廣告訊息的

效果較佳。因此，推出以下之假設： 

＜假設六＞訊息正反性與消費者認知需求對廣告效果有交互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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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訊息來源可信度與認知需求對廣告效果的交互作用 

有學者認為訊息來源可信度對廣告效果的影響，亦會受到消費者資訊處理

動機的影響。Zhang and Buda（1999）證明認知需求低的受測者較容易依賴訊

息來源而作出購買決定，因此較會受到訊息來源可信度的影響，相反地，訊息

來源可信度對於認知需求高的消費者影響程度較小。因此，推出以下之假設： 

＜假設七＞訊息來源可信度與消費者認知需求對廣告效果有交互

作用。 

九、訊息訴求方式與訊息來源可信度對廣告效果的交互作用 

根據過去之文獻，國外和國內學者皆甚少對於訊息訴求方式與訊息來源可

信度進行綜合研究，Kolter（1991）認為理性訴求之廣告是以消費者自我利益

為訴求，說明產品之品質、經濟性、價值與效能等訊息，但消費者不盡然相信

這些理性訴求的廣告內容，造成廣告效果無法展現，為了提高消費者的相信程

度，有必要藉由高可信度之訊息來源來傳播理性訴求之廣告內容，以增強廣告

內容的可信度，如此才能使得理性訴求的廣告產生較佳之廣告效果。童曉君

（1998）以手機為產品的研究指出，當專家代言搭配理性訴求時，能產生較佳

之廣告效果，探究其原因，在於目前消費者對此種產品仍需多方搜尋資訊，並

仔細比較品牌間之優缺點，因此利用理性訴求搭配專家代言，可提升消費者對

廣告之可信度及專業感。在感性訴求的廣告方面，感性訴求的廣告與理性訴求

的廣告不同，著重在於情感的喚起，市井小民與消費者較無心理上的距離，由

市井小民來傳播感性訊息反而更容易營造出成功的感性訴求的廣告。因此推出

以下假設： 

＜假設八＞訊息訴求方式與訊息來源可信度對廣告效果有交互作

用。 

十、訊息正反性與訊息來源可信度對廣告效果的交互作用 

國內外學者對於此領域之研究較為少見，且研究結果並不一致。Zhang and 

Buda（1999）運用專家及一般人當作訊息來源，對學生進行研究，結果發現

訊息來源可信度對於訊息正反性之廣告效果無顯著影響。Grewal, Gotlieb, and 

Marmorstein（1994）認為當訊息來源可信度低且訊息以反面呈現時，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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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產品表現會知覺到較大的風險，因此對於產品之廣告態度有較不利的影

響。林清州（1992）對大學生進行研究發現，在訊息來源可信度高時，反面訊

息較正面訊息有說服力；在低可信度時，正反面訊息則無顯著差異。梁文傑

（1992）使用隱形眼鏡對大學生進行研究，並未發現兩者間的交互作用。基於

學者們對於相關研究並無一致性之結論，而且本研究認為，高可信度的訊息來

源不論陳述何種型態的廣告內容，均同樣具有不錯的說服力，但低可信度的訊

息來源則不同，尤其是陳述的是反面訊息時，消費者知覺的風險會更大，導致

消費者更不會相信。因此本研究將再次驗證訊息來源可信度與訊息正反性之交

互作用。假設如下： 

＜假設九＞訊息正反性與訊息來源可信度對廣告效果有交互作

用。 

根據以上的文獻探討和研究假設，發展出本研究之觀念性架構如圖 1： 

 訊息訴求方式 

訊息正反性 

訊息來源可信度 

消費者認知需求 

廣告效果 

 

圖 1 本研究之觀念性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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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變數之定義與衡量 

本研究將所有變數區分為自變數（訊息訴求方式、訊息正反性、訊息來源

可信度、消費者認知需求程度）、及因變數（廣告效果），其操作性定義及衡量

如下： 

(一) 訊息訴求方式 

廣告的訊息訴求方式又稱為廣告的主題，是針對消費者的需求或動機發出

刺激而形成的，也是消費者在觀賞廣告後針對廣告產品採取行動的理由，分為

理性訴求與感性訴求。理性訴求即廣告訊息中強調產品價值、功能、利益。感

性訴求即廣告訊息中引發人類的情緒或情感表現，例如愛、快樂等。 

以實驗設計方法操弄理性訴求與感性訴求，並參考李坤遠（1996）、劉倉

賓（1998）對於訊息訴求方式的衡量，共 4 小題（前測問卷是 2 小題），採用

李克特五點量表，以衡量受測者是否正確知覺到實驗廣告中操弄的理性與感性

訴求。在問項的編碼上以 1到 5的方式表示，將感性訴求之問項予以反向計分，

轉換後與理性訴求問項合計平均為訊息訴求方式的分數，分數越高，代表受測

者對於廣告的訊息訴求方式之知覺越是理性訴求。 

(二) 訊息正反性 

訊息正反性指的是廣告將訊息以正面或反面的方式來傳達，分為正面訊息

和反面訊息。正面訊息即強調消費者使用此產品後伴隨之利益；反面訊息即強

調不選擇此產品後所帶來的損失。 

以實驗設計方法操弄正面訊息和反面訊息，並參考梁文傑（1992）、林清

州（1992）對於正面訊息和反面訊息的衡量，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共 4 小題

（前測問卷是 2 小題），以衡量受測者是否正確知覺到實驗廣告中的正面與反

面訊息。在問項的編碼上以 1到 5的方式表示，將反面訊息之描述予以反向計

分，轉換後與正面訊息所得之分數合計平均代表訊息正反性分數，分數越高，

代表受測者知覺的廣告訊息正反性越是正面訊息。 

(三) 訊息來源可信度 

訊息來源可信度是指消費者對廣告訊息的提供者之專業性和可信任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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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程度，本研究並將訊息來源可信度分為高可信度和低可信度兩種。 

以實驗設計方法操弄高可信度和低可信度的訊息來源，並參考 Ohanian

（1990）的訊息來源可信度量表，構面分為專業性、可信任性兩部份，共 10

小題，採用五點語意差異量表，以檢測受測者對實驗廣告中高可信度和低可信

度的訊息來源是否有正確的知覺。在問項的編碼上以 1到 5的方式表示，反向

題予以反向計分後，將所得之分數合計平均代表訊息來源可信度的分數，分數

越高，代表受測者知覺的廣告訊息來源越是高可信度。 

(四) 認知需求程度 

本研究所指的認知需求程度是採用 Cacioppo and Petty（1982）的定義，

是指個人喜好認知與思考的程度，分為高認知需求程度與低認知需求程度。 

以 Cacioppo and Petty（1982）及高泉豐（1994）所建構的量表，總共 12

小題（前測問卷是 18 小題），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衡量消費者認知需求的程

度。在問項的編碼上以 1到 5的方式表示，反向題予以反向計分後，將所得之

分數合計平均代表認知需求程度的分數，分數越高，代表受測者認知需求程度

越高。 

(五) 廣告效果 

  廣告效果是由三構面（廣告態度、產品態度、及購買意願）加以衡量，

全是正向題，以構面內題目得分的平均數代表該構面得分，分數越高，代表受

測者知覺的廣告效果越好。 

1.廣告態度 

廣告態度是指受測者對廣告的喜愛程度。參考梁文傑（1992）對廣告態度

的衡量，總共 4 小題，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衡量受測者對廣告的整體感覺。 

2.產品態度 

產品態度是指受測者對於廣告中產品之整體感覺。參考李坤遠（1996）對

產品態度的衡量，總共 3 小題，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衡量受測者對產品的整

體評價。 

3.購買意願 

購買意願是指看完廣告後，會使受測者想去購買該產品的意願強弱。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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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坤遠（1996）對購買意願的衡量，總共 2 小題，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衡量

受測者看完廣告後購買意願的強弱。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在瞭解四個自變數和因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而實驗設

計是檢定因果關係最有效的方式，因此本研究使用實驗設計來達成本研究的目

的。所謂實驗設計，是指在嚴格控制的條件下操作一個或一個以上的自變數，

使實驗者能夠在其他有關變數的最小變異下，透過觀察及衡量被操作的自變數

對因變數之影響（黃俊英，1992）。因此，本研究為了要使受測者在嚴密控制

下進行測試，必須設計出實驗情境，才能取得正確的資訊。 

(一) 實驗對象的選擇 

本研究實驗的對象為大學學生。 

(二) 實驗產品的選擇 

Brooker（1981）在其研究中列出實驗產品之選擇原則，有下列三項： 

1.新產品或沒有強烈品牌偏好的產品。 

2.此產品可適用於各種訴求。 

3.使用獨特的（unique）或消費者不熟悉的（unfamiliar）產品。 

根據以上的原則，且基於實驗對象為大學學生，本研究選擇「眼鏡」作為

實驗產品，理由是因為大學學生普遍對於眼鏡沒有強烈的品牌偏好，又眼鏡可

適用於各種訴求，且本研究設計將眼鏡以虛擬品牌出現，降低產品的熟悉度，

因此本研究的實驗產品符合 Brooker（1981）實驗產品的選擇原則。 

(三) 實驗設計 

本研究的自變數有四個，分別為訊息訴求方式、訊息正反性、訊息來源可

信度、及認知需求程度。每個自變數各有兩個水準，前三項自變數由研究者主

動操弄，至於認知需求程度則由問卷衡量而得。因此，本研究共有 2x2x2x2 = 

16個實驗組，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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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實驗組合表 

理性訴求 感性訴求  

正面訊息 反面訊息 正面訊息 反面訊息 

訊息來源可信度高 I III V VII 認知需求

程度高 訊息來源可信度低 II IV VI VIII 

訊息來源可信度高 VIIII XI XIII XV 認知需求

程度低 訊息來源可信度低 X XII XIIII XVI 

 

本研究依據變數的操作性定義，以實驗設計的方式來操弄訊息訴求方式、

訊息正反性、訊息來源可信度 3個變數，共設計了 8則實驗廣告，以隨機分配

的方式，給予每位受測者一則廣告，當受測者看完廣告後，再進行問卷填答。 

在本研究的實驗設計中，選擇由美耐久眼鏡行陳老板與台大醫院眼科張主

任對虛擬的眼鏡品牌 Colight做介紹，前者代表低可信度的訊息來源，後者代

表高可信度的訊息來源。以下 4 則廣告乃是由美耐久眼鏡行陳老板陳述廣告

詞，另外 4 則未列出的廣告只是將廣告詞的陳述者，改為台大醫院眼科張主

任，而廣告詞不變。 

1.理性訴求、正面訊息、低可信度的訊息來源之廣告內容 

美耐久眼鏡行陳老板說：「鏡框的重量與色彩是配眼鏡的關鍵。新世紀的

眼鏡流行趨勢，就是『輕量、多彩』。Colight在鏡框上使用最新的太空材質，

只有 2.4公克，配戴起來更輕鬆，顏色上提供 500種選擇，符合配戴者的整體

造型。」 

2.感性訴求、正面訊息、低可信度的訊息來源之廣告內容 

美耐久眼鏡行陳老板說：「鏡框的重量與色彩是配眼鏡的關鍵。新世紀的

眼鏡流行趨勢，就是『輕量、多彩』。Colight在鏡框上使用最新的材質，如羽

毛般，戴起來輕盈、自在，顏色上則大玩配色遊戲，同色系、對比色均有。年

輕人就是要 Show出屬於自己的品味風格！」 

3.理性訴求、反面訊息、低可信度的訊息來源之廣告內容 

美耐久眼鏡行陳老板說：「鏡框的重量與色彩是配眼鏡的關鍵。新世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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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鏡流行趨勢，就是『輕量、多彩』。Colight在鏡框上使用最新的太空材質，

只有 2.4公克，不怕造成配戴者耳部與鼻部的負擔，顏色上提供 500種選擇，

讓您不必擔心在搭配整體造型上缺乏臨門一腳。」 

4.感性訴求、反面訊息、低可信度的訊息來源之廣告內容 

美耐久眼鏡行陳老板說：「鏡框的重量與色彩是配眼鏡的關鍵。新世紀的

眼鏡流行趨勢，就是『輕量、多彩』。Colight在鏡框上使用最新的材質，如羽

毛般，不讓這些『架子』在配戴者的臉上留下『印子』，顏色上則大玩配色遊

戲，同色系、對比色均有，配戴者不用侷限在單調的色彩中。」 

(四) 問卷前測抽樣與資料分析 

前測之目的在於確認廣告的訊息訴求方式、訊息正反性、訊息來源可信度

的操弄是否成功與問卷題項的適合性，並且測量出問卷填寫所需之時間。 

1.前測抽樣方法 

本前測從研究對象中抽取部份樣本，在成功大學企管系教室進行實驗，問

卷採團體施測方式，總共回收 40份問卷，有效問卷 38份。 

2.前測資料分析 

在檢定問卷題項的適合性之方法上，採用因素分析法及各分量表之信度檢

定。利用因素分析法來萃取衡量題項之因素，採最大變異法（varimax）轉軸，

取特徵值大於 1.00為標準，且題項之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s）絕對值必

須大於 0.6，信度檢定 alpha 必須大於 0.7，以確定構面內各問項間具有高度

相關。 

分析結果顯示，在訊息來源可信度量表上，萃取出兩個因素，分別為可信

任性及專業性，和設計題目的原始概念一致且因素負荷量均大於 0.6，信度檢

定之α值大於 0.7。在衡量廣告效果的各分量表方面，包括廣告態度、產品態

度、及購買意願，其因素負荷量絕對值均大於 0.6 且α值皆大於 0.7。顯示訊

息來源可信度量表與衡量廣告效果的各分量表均具有相當的效度與信度。相反

的，訊息訴求方式與訊息正反性量表之α值均低於 0.7，在認知需求量表方面，

有 6個題項的因素負荷量小於 0.6。顯示訊息訴求方式、訊息正反性與認知需

求量表仍需改善。 

在操弄檢定方面，對於廣告的訊息訴求方式、訊息正反性、訊息來源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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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操弄是否成功，是以 T 檢定進行。檢定結果顯示，訊息來源可信度的操

弄成功，但訊息訴求方式、訊息正反性的操弄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廣告仍需改

善。 

(五) 問卷與廣告修正 

根據前測結果，訊息訴求方式、訊息正反性與認知需求三個變數的衡量或

操弄仍需改善，於是在訊息訴求方式與訊息正反性的衡量與操弄方面，將訊息

訴求方式與訊息正反性量表均由原本的 2題，擴充為 4題，並修飾文字，在廣

告製作上，則參考受測者之意見，並與相關專業人士討論後，將原來以敘述性

陳述訊息的方式，改成以條列的方式來表達，使受測者簡明易懂，並加入插圖，

使得更加突顯產品的獨特性。在認知需求的衡量方面，刪除認知需求量表中因

素負荷量小於 0.6的 6個題項。 

(六) 正式施測與資料分析 

1.抽樣與樣本描述 

本研究採便利抽樣，利用成功大學管理學院課堂、軍訓課堂中的五個班級

及手語社社員集會來做測試，總共發出 240份問卷，有效問卷共 217份，有效

回收率為 90.42%，有效樣本結構描述如表 2和表 3。 

表 2  樣本結構表(一) 

類別變項 分組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女 

 

107

110

總和         217

49.3 

50.7 

100.0 

學院 管理學院 

工學院 

醫學院 

理學院 

文學院 

 

90

76

10

11

30

總和         217

41.5 

35.0 

4.6 

5.1 

13.8 

100.0 

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99

36

45.6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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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變項 分組 樣本數 百分比(%) 

三年級 

四年級 

64

18

總和         217

29.5 

8.3 

100.0 

年齡 20 歲以下 

21 歲至 25 歲 

26 歲以上 

137

72

8

總和         217

63.1 

33.2 

3.7 

100.0 

表 3  樣本結構表(二) 

理性訴求 感性訴求  

正面訊息 反面訊息 正面訊息 反面訊息
合計 

訊息來源可信度高 26 31 25 20 102 

訊息來源可信度低 28 27 32 28 115 

合計 54 58 57 48 217 

 

2.實驗程序 

本研究是以成功大學的學生為實驗樣本，利用課堂時間，以班級為單位進

行實驗，每次實驗時間約 15 分鐘，全部共歷時一週。8 種實驗廣告是以隨機

的方式發出，平均分散在各班級中。在實驗進行的過程中，實驗主持人先對實

驗做簡單的介紹，並提醒受測者在填答問卷時的注意事項，接著請受測者觀看

實驗廣告 1分鐘，看完後著手進行問卷的填答，填答結束後，問卷由實驗主持

人收回。 

3.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利用 SPSS統計套裝軟體做為資料分析的工具，以說明量表的效度

與信度、操弄檢定和假設檢定的結果。詳細情形說明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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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本研究所使用之統計分析方法 

分析項目 統計方法 

量表效度分析 因素分析 

量表信度分析 Cronbach’s α 

操弄檢定（訊息訴求方式） 獨立樣本 T檢定 

操弄檢定（訊息正反性） 獨立樣本 T檢定 

操弄檢定（訊息來源可信度） 獨立樣本 T檢定 

假設一（訊息訴求方式對廣告效果） 獨立樣本 T檢定 

假設二（訊息正反性對廣告效果） 獨立樣本 T檢定 

假設三（訊息來源可信度對廣告效果） 獨立樣本 T檢定 

假設四（認知需求對廣告效果） 獨立樣本 T檢定 

假設五（訊息訴求方式與認知需求對廣告效果） 雙因子變異數分析 

假設六（訊息正反性與認知需求對廣告效果） 雙因子變異數分析 

假設七（訊息來源可信度與認知需求對廣告效果） 雙因子變異數分析 

假設八（訊息訴求方式與訊息來源可信度對廣告效果）雙因子變異數分析 

假設九（訊息正反性與訊息來源可信度對廣告效果） 雙因子變異數分析 

肆、研究結果 

一、問卷信度與效度分析 

(一) 效度分析 

本研究將訊息訴求方式、訊息正反性、訊息來源可信度、認知需求程度、

與廣告效果的三個分量表，進行個別的因素分析。因素分析採用主成份分析

法，萃取特徵值大於 1的因素，以最大變異法轉軸，並將因素負荷量小於 0.6

之題項刪除。各量表的因素分析的結果分別說明如下： 

在訊息訴求方式的量表方面，萃取出一個成份，4題的因素負荷量全部大

於 0.6，特徵值為 2.44，解釋變異量為 61.03%。 

在訊息正反性量表方面，萃取出一個成份，刪除因素負荷量小於 0.6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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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我知道一副好的眼鏡對於配戴者會有所幫助」，以剩餘 3題衡量訊息正反

性，再做一次因素分析，因素負荷量全部大於 0.6，特徵值為 2.18，解釋變異

量為 72.79%。 

在訊息來源可信度的量表方面，萃取出兩個成份，分別為可信任性與專業

性，刪除因素負荷量小於 0.6之題項「缺乏經驗的 vs.經驗豐富的」後，剩餘 9

題，再做一次因素分析，因素負荷量全部大於 0.6，特徵值為 4.51與 2.14，解

釋變異量合計為 73.91%。 

在認知需求的量表方面，萃取出一個成份，刪除因素負荷量小於 0.6之 3

個題項－「當我完成一件很費心的工作後，感到的是解脫」、「我不喜歡還算重

要但不需多想的工作」、與「即使一些事務跟我個人沒有切身關係，我常會去

對它們深思熟慮一番」後，剩餘 9題，再做一次因素分析，因素負荷量全部大

於 0.6，特徵值為 6.82，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75.73%。 

廣告效果的分量表上－廣告態度量表、產品態度量表、購買意願量表，各

題項之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6，因此全被保留。三個分量表之解釋變異量各為

74.97%、56.99%、以及 86.75%。 

由以上各量表的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之量表具有收斂效度。 

(二) 信度分析 

在量表的信度分析方面，依據分項對總項相關性分析（item to total）的結

果，去除相關值較低（低於 0.4）的題項，結果去除了訊息訴求方式之量表中

的一題「看完這則廣告，我覺得這則廣告主要強調產品本身的價值」與產品態

度量表中的一題「我覺得我相信廣告中對產品的描述」。最後，再以 Cronbach’s 

α係數來檢定各量表內衡量題項的一致性，結果顯示各量表之 Cronbach’s α

值介於 0.70至 0.88，所以本研究的量表頗具信度。 

二、操弄檢定 

本研究將訊息訴求方式分為理性與感性訴求、訊息正反性分為正面與反面

訊息、訊息來源可信度分為高可信度與低可信度，以實驗廣告進行操弄。至於

消費者認知需求，是利用量表取得研究資料，再以平均數為界將受測者分為高

認知需求與低認知需求兩組。以上四個自變數的操弄或分組是否成功，是以

SPSS統計套裝軟體中的 T檢定加以判斷，結果顯示四個自變數，不論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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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變數，所包括的兩組在衡量的平均得分上，均達 P＜0.001顯著性差異水準。

再觀察各組之平均數，在訊息訴求方式方面，理性訴求實驗組之平均得分顯著

高於感性訴求實驗組之平均得分，顯示觀看理性訴求廣告的受測者覺得廣告偏

向理性訴求，而觀看感性訴求廣告的受測者覺得廣告偏向感性訴求，表示受測

者能正確知覺實驗所操弄之理性與感性廣告。類似的，在訊息正反性、訊息來

源可信度、認知需求程度方面，正面訊息實驗組其訊息正反性之平均得分顯著

高於反面訊息實驗組，高可信度訊息來源實驗組之訊息來源可信度平均得分亦

顯著高於低可信度訊息來源實驗組，消費者高認知需求程度實驗組之認知需求

程度平均得分亦顯著高於低認知需求程度實驗組。總而言之，由上述的結果顯

示，本研究對於四個自變數之操弄或分組是成功的（如表 5），因此可繼續進

行研究假設的驗證。 

表 5  自變數之操弄或分組適當性檢定結果 

變數名稱 樣本數 平均數 T 值 P 值 

理性 112 3.54 
訊息訴求方式 

感性 105 2.35 
18.13 .000*** 

正面 111 3.61 
訊息正反性 

反面 106 2.35 
15.04 .000*** 

高 102 3.33 
訊息來源可信度 

低 115 2.86 
6.30 .000*** 

高 117 3.78 
認知需求程度 

低 100 2.83 
18.34 .000*** 

***：P＜0.001 

三、假設驗證之結果 

以下說明本研究的四個自變數對廣告效果的影響之驗證結果。第一個至第

四個假設有關於各自變數對廣告效果的主效果，第五個至第九個假設則探討自

變數間之交互作用。 

(一) 訊息訴求方式對於廣告效果之影響 

將訊息訴求方式對廣告效果進行 T 檢定，結果顯示，廣告態度、產品態

度、購買意願上之 P 值皆未達顯著水準，表示理性與感性訴求的廣告在受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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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廣告態度、產品態度、購買意願上並無顯著差異。假設一「理性的訊息訴

求方式，會產生較佳的廣告效果」無法得到支持。 

(二) 訊息正反性對於廣告效果之影響 

將訊息正反性對廣告效果進行 T 檢定，結果顯示，正面訊息與反面訊息

產生的購買意願達Ｐ＜0.05之顯著差異水準，進行平均數比較後得知，受測者

觀看正面訊息的廣告後有較佳的購買意願。但正面訊息與反面訊息對廣告態度

與產品態度的影響並無顯著差異。因此假設二「正面訊息的廣告，會產生較佳

的廣告效果」僅得到部份支持。 

(三) 訊息來源可信度對於廣告效果之影響 

將訊息來源可信度對廣告效果進行 T 檢定，結果顯示，高可信度與低可

信度的訊息來源產生的廣告態度、產品態度、購買意願均達Ｐ＜0.01之顯著差

異水準，表示訊息來源可信度不同的廣告所產生的廣告效果有顯著差異。再進

行平均數比較後得知，發現受測者對於訊息來源為高可信度之廣告有較佳的廣

告態度、產品態度、購買意願。因此假設三「訊息來源可信度較高，會產生較

佳的廣告效果」得到支持。 

(四) 認知需求程度對於廣告效果的影響 

將認知需求程度對廣告效果進行 T 檢定，結果顯示，不同認知需求程度

的受測者，在廣告態度上達 P＜0.01的顯著差異水準，在產品態度與購買意願

上，達 P＜0.05的顯著差異水準，同時認知需求低的受測者，在三個衡量廣告

效果的指標上均有較高的得分，顯示認知需求程度較低的受測者觀看廣告後能

產生較佳的廣告態度、產品態度與購買意願。因此假設四「認知需求較低之消

費者，會產生較佳的廣告效果」得到支持。 

(五) 訊息訴求方式與認知需求程度對於廣告效果的交互作用 

進行訊息訴求方式與認知需求程度對於廣告效果的 two-way ANOVA 分

析，結果顯示，訊息訴求方式與認知需求程度的交互作用達 P＜0.05的顯著水

準。再經過平均數比較後，發現認知需求低之受測者觀看感性訴求的廣告產生

較佳的廣告態度、產品態度及購買意願；而對於認知需求高之受測者，觀看理

性訴求的廣告產生較佳的廣告態度、產品態度及購買意願。因此假設五「訊息

訴求方式與消費者認知需求對廣告效果有交互作用」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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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訊息正反性與認知需求程度對於廣告效果的交互作用 

本研究進行 two-way ANOVA分析後，發現訊息正反性與認知需求程度的

交互作用在產品態度及購買意願上達 P＜0.05的顯著水準，但對廣告態度無顯

著交互作用。進一步比較平均數，得知認知需求低之受測者對於正面訊息的產

品態度及購買意願優於反面訊息；而認知需求高之受測者對於反面訊息則有較

佳的產品態度及購買意願。因此假設六「訊息正反性與消費者認知需求對廣告

效果有交互作用」得到部份支持。 

(七) 訊息來源可信度與認知需求程度對於廣告效果的交互作用 

由 two-way ANOVA的分析結果顯示，對於廣告態度、產品態度及購買意

願的影響上，訊息來源可信度與認知需求程度的交互作用都達到 P＜0.05的顯

著水準。進一步比較平均數後得知，不論對認知需求低或高的受測者來說，高

可信度的訊息來源均能產生較佳的廣告態度、產品態度與購買意願，但對於低

認知需求者，高可信度的訊息來源改善廣告態度、產品態度與購買意願的幅度

較大。因此假設七「訊息來源可信度與消費者認知需求對廣告效果有交互作用」

得到支持。 

(八) 訊息訴求方式與訊息來源可信度對於廣告效果的交互作用 

由 two-way ANOVA的分析結果顯示，訊息訴求方式與訊息來源可信度的

交互作用，對廣告態度、產品態度與購買意願的影響，都達到 P＜0.05的顯著

水準。再由平均數比較後發現，訊息來源是高可信度者時，搭配理性訴求有較

佳的廣告態度、產品態度與購買意願；而低可信度的訊息來源時，搭配感性訴

求的廣告有較佳的廣告效果。因此假設八「訊息訴求方式與訊息來源可信度對

廣告效果有交互作用」得到支持。 

(九) 訊息正反性與訊息來源可信度對於廣告效果的交互作用 

由 two-way ANOVA的分析結果顯示，訊息來源可信度與訊息正反性的交

互作用，對廣告態度、產品態度與購買意願的影響，都達到 P＜0.05的顯著水

準。另由平均數的比較後發現，整體而言，反面訊息的廣告效果不如正面訊息。

若訊息來源是高可信度者，則正反面訊息對廣告效果的差異不大，但訊息來源

是低可信度者，則配合正面訊息有顯著較佳的廣告效果。因此假設九「訊息正

反性與訊息來源可信度對廣告效果有交互作用」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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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假設完成檢定之後，將結果綜合整理如表 6： 

表 6  研究假設檢定結果 

研究假設 檢定結果 

假設一：理性的訊息訴求方式，會產生較佳的廣告效果。 不支持 

假設二：正面訊息的廣告，會產生較佳的廣告效果。 部份支持 

假設三：訊息來源可信度較高，會產生較佳的廣告效果。 支持 

假設四：認知需求較低之消費者，會產生較佳的廣告效果。 支持 

假設五：訊息訴求方式與消費者認知需求對廣告效果有交互作用。 支持 

假設六：訊息正反性與消費者認知需求對廣告效果有交互作用。 部份支持 

假設七：訊息來源可信度與消費者認知需求對廣告效果有交互作用。 支持 

假設八：訊息訴求方式與訊息來源可信度對廣告效果有交互作用。 支持 

假設九：訊息正反性與訊息來源可信度對廣告效果有交互作用。 支持 

  

綜合假設檢定結果，本研究結論如下： 

(一) 各自變數之主效果 

1.訊息訴求方式 

在訊息訴求方式對於廣告效果的影響方面，本研究的實證結果發現理性訴

求與感性訴求的廣告對消費者的廣告態度、產品態度、或購買意願的影響，皆

未有顯著差異。過去許多學者認為理性訴求優於感性訴求，因此本研究與過去

的研究結果並不一致。可能原因是如同 Pallak, Murroin, and Koch（1983）與

Cacioppo, Petty, and Morris（1983）所認為，對訊息訴求方式的偏好與消費者

潛在的訊息處理路線有很大的關連。Levin and Gaeth（1988）更認為訊息本身

並無主要效果，必需透過受試者的處理動機才能決定真正的效果，由此看來，

廣告的訊息訴求方式對於消費者的效果並不是絕對的，會隨消費者本身對訊息

處理模式的不同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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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訊息正反性 

在訊息正反性對廣告效果的影響方面，本研究結果顯示，正面訊息的廣告

在影響受測者的購買意願上顯著優於反面訊息的廣告，然而在廣告態度與產品

態度上則未有顯著差異存在。因此本研究的發現只有部份支持先前學者之結

論：正面訊息在廣告效果上優於反面訊息（Levin and Gaeth, 1988; Eagly and 

Chaiken, 1993; Rothman, Salovey, Antone, Keough, and Martin, 1993）。可能的原

因是，在Maheswaran and Meyers-Levy（1990）的研究中提到，只有當消費者

對訊息的瞭解程度低時，正反面訊息產生的效果才會有所差異。顯示訊息正反

性可能無法直接影響廣告效果，因為廣告效果會受到消費者差異的影響。 

3.訊息來源可信度 

在訊息來源可信度對於廣告效果的影響方面，本研究發現高可信度之訊息

來源與低可信度之訊息來源在廣告態度、產品態度、與購買意願三方面皆有顯

著的差異，與 Rhine and Severance（1970）、Zhang and Buda（1999）以及梁文

傑（1992）的研究結果一致，都認為當訊息溝通者之可信度愈高時，有愈好的

廣告溝通效果。 

4.認知需求 

觀察過去文獻，學者們對認知需求的主要效果著墨甚少，多將其置於干擾

的角色做研究。在認知需求對廣告效果的影響方面，本研究結果顯示，認知需

求低之受測者在觀看廣告之後，不論在廣告態度、產品態度及購買意願上皆優

於認知需求高之受測者。表示受測者的認知需求程度對廣告效果有直接的影響

能力，亦即低認知需求者較易受廣告的影響。 

(二) 自變數間的交互作用 

1.訊息訴求方式與認知需求 

在訊息訴求方式與認知需求之交互作用方面，本研究發現在廣告態度、產

品態度及購買意願上都有顯著的效果，感性訴求的廣告對於認知需求低之受測

者能產生較佳之廣告效果；而理性訴求的廣告對於認知需求高之受測者能產生

較佳的廣告效果。表示在 ELM模式中，邊陲路線及中央路線的論點皆得到支

持，亦即認知需求低之受測者根據廣告傳達的感覺來做決策，認知需求高之受

測者則注重廣告對產品功能的描述。本研究結果符合過去學者們的結論，顯示

消費者之認知需求影響本身的訊息處理，進而影響訊息策略之廣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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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訊息正反性與認知需求 

在訊息正反性與認知需求的交互作用方面，本研究發現對產品態度及購買

意願有顯著影響，認知需求低之消費者對於正面訊息有較佳之產品態度與購買

意願，而認知需求高之受測者對於反面訊息則產生較佳之產品態度及購買意

願。此結果與多位學者的研究結果一致（Maheswaran and Meyers-Levy, 1990; 

Swinyard, 1993; Zhang and Buda, 1999）。多位學者認同訊息正反性會因消費者

的認知需求程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效果。認知需求高之受測者對於反面訊息反

應較佳，推究原因可能與此類受測者有較強的搜集產品資訊的個人特質，而反

面訊息更能滿足其搜集產品資訊的需求，以利受測者對產品之評估。 

3.訊息來源可信度與認知需求 

在訊息來源可信度與認知需求之交互作用方面，本研究發現對廣告效果會

產生顯著的影響。對於認知需求程度低者，廣告態度、產品態度、及購買意願

受訊息來源可信度的影響較大。Rhine and Severance（1970）及 Zhang and Buda

（1999）的研究結果也支持訊息來源可信度和認知需求對廣告效果的交互影響

關係。表示消費者之人格特質－認知需求程度的確會干擾訊息來源可信度對廣

告的效果。 

4.訊息訴求方式與訊息來源可信度 

在訊息訴求方式與訊息來源可信度的交互作用方面，本研究發現對廣告效

果會產生顯著的影響。高可信度之訊息來源搭配理性訴求比搭配感性訴求能產

生較佳之廣告態度、產品態度及購買意願；而低可信度之訊息來源較適合傳達

感性的訊息。表示高可信度之訊息來源敘述產品相關屬性，比傳達感性主題具

說服力。此與學者童曉君（1998）之研究結果相符，認為高可信度的訊息來源

搭配理性訴求方式有較佳之廣告效果。 

5.訊息正反性與訊息來源可信度 

在訊息正反性與訊息來源可信度的交互作用方面，本研究發現對廣告效果

也有顯著的影響。高可信度之訊息來源搭配正面訊息或反面訊息，對廣告效果

的影響差異不大，但低可信度之訊息來源搭配正面訊息比搭配反面訊息有顯著

較佳之廣告態度、產品態度與購買意願。本研究的結果與 Grewal, Gotlieb, and 

Marmorstein（1994）的觀點一致，其認為訊息來源可信度低者傳達反面訊息

時，消費者會知覺到較大的風險，因此對於產品之廣告態度有較不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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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 本研究在管理上的啟示 

基於本研究的實證結果，提出下列幾項管理涵義以供企業界參考。 

1.認知需求程度之管理涵義 

實證結果顯示，整體而言，消費者的認知需求程度如果較低，會產生較好

的廣告效果，所以這個市場值得業者注意。再者，行銷人員在擬定廣告的訊息

策略時，可經由市場調查分析或其他行銷研究方法，瞭解目標市場顧客之認知

需求特性，再搭配適當的廣告訊息策略，例如尋找適當可信度之訊息溝通者，

而據以決定其訴求方式為理性訴求或感性訴求，正面或反面訊息廣告，則會產

生較佳之廣告效果。 

2.訊息來源可信度之管理涵義 

訊息來源可信度對於廣告效果亦有重要的影響。當訊息來源可信度高時，

有助於廣告效果之達成，如本研究所示，高可信度之訊息來源對於訊息接收者

可形成較佳之廣告態度、產品態度、及購買意願。行銷人員在選擇廣告策略時，

宜考慮訊息溝通者本身之可信度。 

3.訊息訴求方式之管理涵義 

由實證結果顯示，訊息訴求方式本身之主效果並不顯著，但加入消費者認

知需求程度此干擾變數後，其廣告效果就變得明顯。因此，行銷人員在運用訊

息訴求方式之策略時，應將消費者之認知需求程度納入考慮，然後再進一步選

擇適當的廣告訊息訴求方式。 

4.訊息正反性之管理涵義 

實證結果顯示只有在購買意願的影響上，正面訊息優於反面訊息，而在產

品態度方面，仍需要加入消費者的認知需求程度才會顯現出訊息正反性的效

果。行銷人員運用訊息正反性之策略時，不可忽略目標消費者之認知需求程度。 

5.其他互動效果之管理涵義 

訊息來源可信度搭配適當的廣告呈現手法－訊息訴求方式，能產生較佳之

廣告效果，研究顯示由高可信度之訊息來源，傳遞產品功能屬性，較有說服力。

在此提供行銷人員選擇使用廣告手法時，另一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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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項值得注意的搭配方式是訊息來源可信度與訊息正反性，若選擇的是

高可信度的訊息來源時，不必考慮訊息正反性的問題，相反的，若選擇的是低

可信度的訊息來源時，必須搭配正面訊息，產生的廣告效果會較好。 

(二)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有下列一些限制： 

1.本研究的實驗地點在學校的教室，非真實環境，雖然可避免與研究無關的

因素影響研究結果，但也失去觀看廣告的真實感。 

2.本研究所製作之廣告係採用彩色噴墨印表機所列印，但每張廣告色彩會有

不可避免的色差。 

3.受測者僅限於學生，無法代表整體消費者，因此研究結果不能概化到其他

市場。 

4.本研究測試的廣告訊息中，並未涉及品牌的差異，因此，研究結果對於不

同品牌的有效性有待驗證。 

5.本研究所挑選之實驗產品為眼鏡，而廣告訊息強調鏡架與色彩，因此，研

究結果對其他類型的產品之有效性亦有待驗證。 

對後續之研究方向，提出下列一些建議： 

1.本研究對象僅止於成功大學學生，若能擴大受測者層面，可使研究結果更

能一般化。 

2.在訊息來源可信度方面，本研究只探討代言人之可信度，並無考慮到廣告

主之可信度，後續研究可將其納入研究變數中，驗證其對廣告效果之影響。 

3.Laskey, Fox, and Crask（1995）的研究發現訊息策略的效果和產品種類有

關。本研究部份變數之主效果未能獲得支持，可能與研究所選擇的產品有

關，建議後續研究者在產品類型上進行深入探討及比較研究。 

4.本研究設計之廣告產品與品牌皆為虛擬，現實社會中並無此一模一樣的產

品與品牌，雖經過與相關專業人士討論設計而產生，但畢竟不具真實感，

後續研究可採用實際之產品或品牌的廣告進行研究，並與本研究之結果進

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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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研究僅研究廣告一次展露效果，建議可採多次重覆展露效果之驗證，並

與一次展露效果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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