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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在廣告訊息處理的情境下，一則廣告的效果

會受到同一情境下出現之其他廣告的影響。這些
其他廣告的內容會影響到評估商品所依據特性之
可得性（accessibility）、顯著性（salience）或診斷
性（diagnosticity），進而影響到閱聽眾對於目標廣
告與商品的判斷與喜好。簡言之，當同一廣告觀
看情境中出現其他的廣告，其內容與策略會與其
他出現在同一情境下的廣告之內容與策略相互影
響，決定消費者對此廣告或廣告中商品的評估方
式，最後影響到消費者對此商品之態度。

關鍵詞：廣告效果、可得性/診斷性模式、特性配
對對比模式、結構性列排理論

Abstract
This research project suggests that, in a 

competitive ad-viewing context, the effectiveness of 
a target ad is a function of the ad strategies and 
appeals of competing ads in the same viewing 
context, where information regarding competing ads 
are recently primed and activated and, therefore, 
more accessible for judgments.  Drawing upon the 
Feldman and Lynch (1988) 
Accessibility-Diagnosticity Model, this project 
demonstrates the effects of relative judgments in 
different contexts.  

Keywords: Advertising Effects, 
Accessibility-Diagnosticity Model, Feature 
Matching Contrast Model, Structural Alignment 
Theory

二、緣由與目的
廣告研究學者似乎經常忽略一個重要的事

實，那就是消費者並不是在一個真空的環境之下
處理廣告資訊。相反地，在閱聽眾接觸到某一單
一廣告的同時或同一情境，通常充斥著其他品牌
的廣告資訊。重要的是，很多時候，這些出現在
廣告訊息處理情境的廣告多半是來自競爭的品牌

（Kent, 1993）。本研究應用認知相關理論，強調
閱聽眾的認知能力(cognitive capacity) 是有限
的，因此在處理廣告資訊時，不可能全然的客觀，
而會因先前被啟動的知識或概念有異，而對同一
刺激物產生不同的評估。因此，在充斥著其他廣
告的「干擾廣告情境」（cluttered ad contexts）下，
閱聽眾對於其中單一廣告與產品的判斷與處理也
因而是相對的。

過去消費行為研究即顯示，在消費者做購買
決策時，通常會同時考量數個競爭品牌（e.g., 
Chattopadhyay & Alba, 1988），雖然考量的數目會
依產品的特性、消費者個人特質等因素而有所變
化，但可以確定的是，在消費者作決策時通常是
將競爭品牌同時列入考量。因此，多數消費行為
研究學者認同決策相對性這樣的概念。可惜的
是，對於競爭品牌如何彼此影響的研究也多半侷
限於品牌購買決策考量的階段（e.g., Laroch & 
Brisoux, 1981; 1989），而未被延伸至廣告效果的探
討。過去行銷研究研究學者應用 Fishbein (1967) 
的「多重屬性」（multi-attribute）觀點來解釋品牌
態度的形成（Mazis, Ahtola, & Klippel, 1975）或廣
告處理情境下品牌態度的形成（e.g., Mitchell & 
Olson, 1981）。此觀點主要強調在品牌態度的形成
中，產品認知扮演重要的角色。簡言之，此論點
強調，如果消費者對產品中重要特型有正面的評
估，其品牌態度也相對較高。然而也有其他學者
點出這派論點之一大缺失，那就是單一產品的態
度高低並無太大的絕對意義，任何產品的價值都
是相對的（Lynch, Chakravarti & Mitra, 1991）。也
就是說當消費者在決定購買某一項商品時，他通
常會偏好同一品類中態度相對較高的品牌，所以
一個商品的實際認知價值，必須在一比較的情境
下才具實質的意義。基於這樣的討論，因此有行
銷研究學者提出「多元特性多元品牌」
（multi-attribute multi-brand）的模式（Laroche, Hui, 
& Zhou, 1994）。此派觀點主要強調的基本概念
是，判斷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可惜的是，
這派理論主要應用在討論品牌態度的相對性，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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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應用來探討廣告訊息處理情境下，品牌態度
形成之相對性。

因此，本計畫主要擷取這樣的概念精華用以
強調，在廣告訊息處理的情境下，一則廣告的效
果會受限於同一情境下出現的其他廣告。在廣告
處理情境當下，相關訊息的可得性
（accessibility）、顯著性（salience）或診斷性
（diagnosticity）會明顯地影響到閱聽眾的判斷與
評估。也就是說，在閱聽眾處理資訊時，同一廣
告觀看情境中所出現的多個廣告，其內容與策略
可能會與其他出現在同一情境下的廣告之內容與
策略相互影響，決定最後消費者對此廣告或廣告
中商品的態度與評估。

本計畫所關切的「干擾廣告情境」（cluttered 
ad contexts）指的是在同一廣告刊播或出現情境
下，充斥著其他廣告訊息的閱聽情境，而不包括
「節目情境」(program context)。其次，本研究關
切的干擾廣告情境主要限於競爭品牌廣告充斥的
刊播情境，因此，將其界定「競爭干擾廣告情境」
（cluttered competitive ad contexts）。由於過去文獻
對於「競爭干擾廣告情境」（cluttered competitive ad 
contexts）的探討相對較少。因此本計畫主要倚賴
「干擾廣告情境」（cluttered ad contexts）的相關
研究。文獻探討顯示過去有關「干擾廣告情境」
（cluttered ad contexts）的研究主要可以歸納出三
大研究內容。首先，針對廣告干擾情境對單一廣
告效果影響的相關研究，過去學者大抵關切同一
廣告刊播環境中，廣告訊息出現的數目對廣告記
憶或再認的影響（e.g., Burke & Srull, 1988; Keller, 
1987, 1989; Kumar, 2000）。其次，少數對於「干
擾廣告情境」（cluttered ad contexts）之於廣告態
度影響的探討，也主要侷限於，同一廣告刊播環
境中廣告訊息出現數目對單一目標廣告偏好的影
響(e.g., Baumgardner, et al., 1983; Keller, 1991)。至
於訊息充斥之競爭閱聽環境下，其他品牌的廣告
策略會如何影響到閱聽眾對於目標廣告（target 
ad）與目標商品（target brand）評估的探討仍屬有
限。最後，文獻探討顯示：針對廣告競爭情境的
研究中，有學者應用認知觀點來探討「情境預示」
﹙contextual priming﹚的效果(e.g., Yi, 1990a; 
1990b; 1993)。此派研究主要的假設是：基於人的
認知能力有限，因此對於同一廣告訊息，閱聽眾
可能會因為不同概面的認知被預示﹙primed﹚與
啟動﹙activated﹚的結果而產生較高的易得性
（accessibility），並因此易於被援引來解讀廣告資
訊，而形成閱聽眾對於單一廣告在不同情境下出
現卻會產生不同詮釋的現象。重要的是，這樣的
廣告詮釋差異，會進而影響到閱聽眾對此廣告的
喜好或廣告中商品的評估。值得注意的是，「情境
預示」雖然是從認知觀點出發，卻無法解釋當眾

多產品特性與訴求競逐注意時閱聽眾會如何詮釋
訊息。也就是說，當各項產品特性或判斷訊息的
「易得性」（accessibility）皆到達最低門檻時，究
竟何種特性或訴求會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異於過去競爭廣告情境的研究，本計畫企圖
瞭解在一般廣告訊息充斥的閱聽情境下，出現在
同一廣告情境中，同樣品類品牌所使用的廣告策
略、廣告訴求、強調之產品特性，特性間差異的
類型與重複策略等，會如何影響到閱聽眾對某目
標廣告內容的處理，以及對其廣告態度與品牌偏
好的形成。本計畫主要以 Feldman and Lynch (1988)
的「可得性/診斷性模式」
（Accessibility-Diagnosticity Model）作為核心的
理論架構，同時整合了 Tversky (1977)的「特性配
對對比模式」(Feature Matching Contrast Model)以
及 Gentner & Markman (1997) 的「結構性列排理
論」﹙Structural Alignment Theory﹚的觀點來探討
不同面向的研究問題。Feldman and Lynch (1988)
的「可得性/診斷性模式」
（Accessibility-Diagnosticity Model）主要由 Wyer 
and Srull (1986)的理論延伸而來。Wyer and Srull 
(1986)認為人在作判斷時首先會先搜尋「工作記
憶」（working memory）當中的可得（accessible）
訊息作為判斷形成之基礎，除非有必要（例如，
有足夠的動機或認知能力空間），否則一般人通常
不會刻意去搜尋長期記憶中的訊息以作為判斷的
基礎。然而，Feldman and Lynch (1988)進一步提
出，資訊的「可得性」(accessibility)並不能完全解
釋何者資訊會被應用來作為判斷的基礎，而何者
不會。他們指出在決策的當下，除了資訊的「可
得性」外，資訊的「診斷性」（diagnosticity）同時
也是可以決定資訊是否會被應用的重要特性。根
據 Herr, Kardes & Kim (1991)的討論，當一項資訊
可以幫助訊息處理者對此一刺激物作單一方向的
分類或判斷，則此資訊稱之為高診斷性資訊。相
反地，如果一項資訊提供不同分類的可能性以及
判斷的方向，則此資訊稱之為低診斷性資訊。而
診斷性高的資訊在閱聽眾作決策與判斷時扮演決
定性的影響。這個模式的基本假設是資訊的診斷
性並非絕對的，而是相對的，主觀的（e.g., Lynch, 
Marmorstein, & Weigold, 1988; Menon, Raghubir & 
Schwarz, 1995）。更重要的是，對於不同的閱聽
眾，或是在不同的情境下，同樣的資訊也有可能
會被認為有不同程度的診斷性(e.g., Vaidyanathan, 
2000; Ahluwalia & Gurhan-Canli, 2000; Purohit & 
Srivastava, 2001)。本研究計畫的主要假設是廣告
訊息處理會受限於廣告訊息出現的情境，及其情
境中訊息的相對診斷性，在這樣的基礎下，
Feldman and Lynch (1988)的「可得性/診斷性模式」
（Accessibility-Diagnosticity Model）作為本計畫
的核心理論自有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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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分成五個系列性實驗，五個研究
雖然同樣在「可得性/診斷性模式」
（Accessibility-Diagnosticity Model）架構之下來
探討競爭品牌廣告之間彼此會如何互相影響，但
是各自又有其關切主題。因此分別概要陳述如下。

實驗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三因子受試者間實驗設計。三因子
分別為目標廣告的訴求方式（比較或非比較）、目
標商品的訴求特性（與競品一致或與競品不同）
與競品的廣告策略（特性訴求或形象訴求）。共招
募受試者三百九十二人。

研究發現
正如本計畫預期，廣告資訊處理者在處理當

下的廣告會受到同一情境下其他競品廣告策略的
影響。對於目標廣告來說，強調特殊特性的效果
會優於強調一致特性的效果。同時本實驗發現在
資訊處理的過程中閱聽眾的歸因想法影響到他對
廣告的判斷與評估。

實驗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二因子受試者間實驗設計。二因子
分別為競品是否出現在處理情境中（有或沒有）、
目標商品的訴求特性（組 A 與組 B）與競品的廣
告策略（特性訴求或形象訴求）。共招募受試者二
百八十五人。

研究發現
研究結果發現：對於一個新的品牌而言，相

較於與競品不在同一處理情境下出現時，當競品
在同一處理情境下出現時，閱聽眾對於此產品形
成不一樣的評估，特異的特性訴求產生較優的廣
告效果。同時中介分析結果顯示競爭情境與訴求
特性差異影響到廣告的診斷性，而廣告的診斷性
進而影響到廣告喜好與商品評估。然而對於一個
既存品牌而言，消費者對其既有的態度之診斷性
高於單一廣告的內容，因此，消費著對此商品的
態度主要決定於既存態度，而非廣告處理下競品
廣告訴求的差異。

實驗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二因子受試者間實驗設計。二因子
分別為目標廣告的訴求方式（比較或非比較）、目
標廣告與競品廣告的結構性排列程度（高或低）。
此外，受試者依其性別分為兩組。共招募受試者
一百一十八人。

研究發現
研究結果顯示女性受試者較男性受試者會採

用整合性的資訊處理策略，同時將廣告處理情境
的其他商品之廣告訊息納入考量。男性則只有在
目標廣告使用直接比較廣告策略時，才會有動機

採用整合性的資訊處理策略。同時本研究發現，
商品特性間的結構性排列程度會調和（moderate)
情境廣告與目標廣告的交互作用。

實驗四
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二因子受試者間實驗設計。二因子
分別為目標廣告中的特性數目（兩個或四個）、目
標廣告的重複策略（無重複、「美粧變化重複」
（cosmetic variation）與「實質變化重複」）。共招
募受試者一百六十七人。

研究發現
研究發現在競品出現的廣告處理情境下，廣

告重複策略顯著地增加廣告內容的再認程度，同
時改變受試者的廣告評估策略，增加商品特性評
估在商品態度形成的重要性。此外，品牌態度與
購買意願也因為商品重複策略而改變。同時重複
策略對於商品態度與購買意願的影響受限於商品
訴求特性的多寡。最後，美妝重複與實質重複策
略也顯著影響到廣告的效果。

實驗五
研究方法

本實驗為三因子受試者間實驗設計。二因子
分別為目標廣告中的特性數目（兩個或四個）、競
品是否出現（有或無）與訊息重覆變化的模式數
目（文案與圖同時改變，文案或圖單一改變）。共
招募受試者三百四十五人。

研究發現
研究發現目標廣告的訴求內容與與重複策略

的效果會因為競爭干擾情境的差異而有異。當競
品並未出現於廣告資訊處理的情境時，訴諸較低
特性數目的廣告，與單一模式變化的重複策略產
生較佳的廣告效果。相反地，當競品出現於廣告
資訊處理的情境時，訴諸較高特性數目的廣告，
與二元模式變化的重複策略產生較佳的廣告效
果。
四、計畫結果自評

本計畫透過系列性研究，企圖了解閱聽人在
處理廣告資訊時，因處理情境差異而產生的判斷
變化。此系列研究結果與預期一致。研究結果在
理論的延伸與實務界的應用上有一定的貢獻。在
理論的延伸部分，本研究整合認知理論的相關研
究來探討廣告處理情境對於相對判斷的影響。在
實務的應用部分，有異於過去研究，本系列研究
同時考量廣告處理情境的影響，較貼近於一般閱
聽眾的廣告處理情形，因此所得結果對於實務界
有一定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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