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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架構及假說推論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目的主要為針對重複策略中時間間隔、重複次數、變異性之間三者整

體之交互作用呈現，提供完整之理論交互關係架構，其中分別討論三者對記憶與

態度之交互效果。根據文獻檢閱，我們認為重複次數、變異性與時間間隔皆會影

響記憶機制，重複次數愈高、時間間隔較短，及呈現適當的變異，都可幫助記憶

效果。又重複次數、變異性與時間間隔皆存有主效果，而重複次數與時間間隔之

間、變異性與時間間隔之間，及變異性、重複次數與時間間隔三種變數之間對記

憶皆會呈現交互效果。對態度面向來說，時間間隔本身並不會直接產生影響，重

複次數、變異性則分別存有主效果，而重複次數較高時，變異性之效果則會被掩

蓋無法查見，重複次數與變異性之間存有交互效果。 

根據研究目的與相關文獻檢閱後所得之結論，本研究選定的自變數有三個：

時間間隔、重複次數和廣告變異性；應變數有三個：廣告記憶、廣告態度和品牌

態度，以代表記憶與態度的衡量；而控制變數則有六個：廣告熟悉度、產品熟悉

度、節目涉入度、產品涉入度、訊息處理難易度及先前節目記憶程度，主要為避

免這些因素對實驗結果之影響。我們將各變數之間的關係以圖 3-1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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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品牌

變異性與重複次數對記憶及態度之交互影響

時間間隔與變異性對記憶之交互影響

時間間隔與重複次數對記憶之交互影響

時間間隔、變異性與重複次數對記憶之交互影響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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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假說推論 

在此進行重複次數、變異性及時間間隔三種變數分別對記憶、態度之交互效

果推論。 

 

壹、 變異性與重複次數之交互效果 

（一）記憶部分 

變異性與重複次數對記憶的交互作用來說，Schumann et al.(1990)發現重複和

變異之間對記憶的回想存有交互作用，但只出現在產品相關性低的情形。其發現

在重複次數為四次時，裝扮變化較無變化的執行手法，會有較佳回想；而本質變

化和無變化的執行手法相較並無顯著差異。當重複次數提高為八次時，由於重複

廣告回想已達飽和臨界，變異性對廣告回想的影響被消弭無法察見。 

根據編碼變化假說，我們得知重複次數愈多時，消費者較可能接觸到更多不

同的脈絡，使目標資訊會因與不同脈絡一起進行編碼，產生較多相關存取路徑，

提升整體回想；有變異性的重複情形，則因為廣告本身的變異性產生更多不同存

取線索路徑，使記憶又較無變異重複更佳。 

以學習－階段存取假說推論，首先變異性可增加線索存取難度，因此在存取

成功前提下，可使存取路徑更加穩固，幫助記憶提升；其次重複次數對存取來說，

也可經由多次重複增加存取資訊機會，使存取路徑刻畫更深刻穩固。 

根據以上之研究結果及相關假說解釋，我們認為重複次數不但可以增加脈絡

變異又可使存取路徑穩固，因此對記憶具有雙重助益；變異性則主要為增進脈絡

變異，使脈絡線索增加，因此相較重複次數而言，對記憶之助益較弱。 

因此當重複次數較低時，重複次數與變異性對記憶之助益不相上下，兩者之

效果皆可凸顯，因此有變異較無變異，有較佳記憶效果；當重複次數提高時，由

於重複次數對記憶之雙重助益，使得記憶效果趨近飽和，變異性對記憶之助益無

法在此凸顯，使得變異有無對記憶之影響無法察見。由上述之討論，我們獲得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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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如下： 

H1a：當重複次數較低時，具有變異性的廣告較無變異性時，記憶效果較佳；

重複次數較高時，變異性有否對記憶效果無顯著影響。 

 

（二）態度部分 

重複次數與變異性對態度的影響，由文獻得知，重複次數與態度效果的關

係，是倒 U型曲線，在初始時重複可使態度朝正向增加，當重複次數到達一臨

界值(一般為三次)時，態度呈現為最正向，但當重複次數超過此臨界值之後，態

度便呈負向減少。 

這是因為重複次數初始增加時，會獲得學習所帶來之正向習慣及學習報酬，

使人們產生正向情感反應；當重複達到學習最佳的臨界值，則有最佳態度反應產

生，隨著重複次數已無法提供學習報酬後，人們會對過多重複開始產生厭煩感，

此情感轉移便產生負向態度反應。 

此外，重複次數也可視為人們鑑定廣告主對產品品質信心保證的線索，當重

複次數增加時，人們會認為如此的廣告重複量代表廣告主對此產品深具信心，因

此願意投入廣告預算為此產品進行宣傳，導致較佳之產品品質認知；然而，當廣

告重複量過多時(研究中為八次)，人們則會懷疑廣告主過量投入廣告預算的動

機，而對產品品質有較低認知 (Kirmani, 1997)。 

變異性對態度而言，大部分研究結果皆支持變異性對態度具正向影響。變異

性對態度之主要解釋，主要為 Schumann et al.(1990)的重複變化假說

(Repetition-Variation Hypothesis)。其認為個人在不同程度的動機下，傾向倚賴廣

告不同面向形成產品評價。當個人與廣告間相關性高時，會傾向憑藉與產品屬性

相關具信服力的訊息論據，來產生產品評價；當個人與廣告間相關性低時，會傾

向憑藉周邊路徑(例如：吸引力、產品代言人的名人地位)，來產生產品評價。當

變異性質為裝扮變化時，由於其在低動機(產品訊息相關性低)時會是具影響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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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線索，因此其對廣告效果的影響得以發揮；而變異性質為本質變化時，則在

高動機(產品訊息相關性高)時因提供產品利益屬性這類具信服力的訊息論據，而

能經由「中央路徑」進行說服，產生最佳廣告效果。因此，我們認為變異性整體

而言對態度具有正面影響。 

就重複次數與變異性對態度之交互效果而言，主要以 Gorn & Goldberg(1980)

和 Schumann et al.(1990)之研究為主。Gorn & Goldberg(1980)發現當廣告具變異且

重複次數適度(三次)時，品牌偏好最佳。Schumann et al.(1990)則發現重複次數適

中（三次或四次）時，在不同產品涉入度下，會因變異性質不同，產生不同之態

度傾向；當重複次數較高（五次或八次）時，變異性對廣告態度的正向影響消失

不再顯著。 

根據以上兩種主效果之明顯呈現及先前研究結果發現，我們認為對重複次數

與變異性對態度而言，兩者之間應為交互效果。其中重複次數對態度之影響較變

異性來得多，因此當重複次數較高時，變異性對態度之影響相對較少無法察見。

亦即：重複次數在較低時，廣告變異性對態度具有影響力；當重複次數較高時，

廣告變異性對態度的影響力會受到消弭，不再顯著。我們認為重複次數與變異性

對態度面向之交互效果為以下： 

H1b：當重複次數較低時，具有變異性的廣告較無變異性時，廣告態度較佳；

重複次數較高時，變異性有否對廣告態度無顯著影響。 

H1c：當重複次數較低時，具有變異性的廣告較無變異性時，品牌態度較佳；

重複次數較高時，變異性有否對品牌態度無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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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變異性與時間間隔之交互效果 

（一）記憶部分 

變異性和間隔之間對記憶的交互作用，在 Appleton-knapp et al. (2005)中有相

關討論。其研究將廣告變異性與時間間隔之間的交互作用，以存取假說和編碼變

化假說進行解釋及預測，發現存取假說能預測此交互作用，而編碼變化假說的預

測則與結果相違背。 

依據未修正之編碼變化假說，亦即依照 Appleton-knapp et al. (2005)所描述的

推論情形，時間間隔較短時脈絡變異較少，因此所能增加的存取路徑，較時間間

隔較長時較少；又廣告本身的變異，可使目標資訊的存取路徑相對增加許多，因

此當時間間隔較長，且目標資訊具變異時，由於其相關聯的存取路徑較多，其回

想效果應為最佳；回想效果居次的則為時間間隔較長目標資訊不具變異，及時間

間隔較短且目標資訊具變異的這兩種情形，這是由於此兩種情形中分別有一種變

數具正向影響，而另一則具負向影響，加成後可能有抵銷的效果所致；而時間間

隔較短且目標資訊不具變異的情形，則因兩種變數所處狀態對記憶都為負向影

響，回想情形居末。亦即：時間間隔與變異性之間應存在分別之主效果，其中具

有變異、時間間隔較長時，對記憶皆有正向影響。 

然而若依修正後之編碼變化假說(Glenberg, 1976; Singh et al., 1994)推論，時

間間隔較短時，反而因更能存取到先前之編碼路徑，而更能存取目標資訊，則時

間間隔較短時，對短期記憶來說會有較好之回想效果；又編碼變異仍能提供較多

不同存取路徑。由以上推論變異性與時間間隔之間亦分別有主效果，其中具變異

且時間間隔較短時，會有較多存取路徑存在，並較能由回想時所存有的脈絡線索

存取目標資訊，所以有最佳回想效果；其次為具變異但時間間隔較長和不具變異

但時間間隔較短的情形；居末則為不具變異且時間間隔較長的情形。亦即：具有

變異、時間間隔較短時，對記憶皆有正向影響。 

Appleton-knapp et al. (2005)以學習－階段存取假說推論：當密集重複時，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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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引發的記憶效果，要比無變異時來得好，因為此時受試者還能經由第二次刺激

找到線索存取第一次刺激，且具變異的存取較困難，此存取路徑更穩固，之後存

取效果較好；當間隔較長時，無變異重複的記憶效果，要比變異重複的記憶效果

來得好，因此時受試者較無法經由第二次刺激找到線索存取第一次刺激，這時無

變異的刺激存取較為可能，因此反而是無變異重複具較佳記憶效果。 

因此，在兩者交互作用下，對記憶效果來說，間隔長且存取成功的前提下，

變異性的存在能增加存取困難度而有深刻記憶路徑刻畫，較不具變異的情形，記

憶效果較佳；時間間隔短時，因沒有存取成功或失敗的問題，具變異的情形能增

加存取困難度，較不具變異的情形，有較佳記憶。當間隔長到無法存取成功時，

則具變異且長間隔的情形，因存取失敗而無法產生穩固存取路徑，較不具變異的

情形，有較差回想。 

    雖然不同假說所預期之結果並不同，我們認為這些假說之看法並不具衝突，

其中差異是源於推論前提不同。編碼變化假說強調資訊處理過程中編碼階段對記

憶的影響，當其能產生較多截然不同的編碼時，便能提供日後存取時更多的存取

路徑，幫助存取資訊的可能性。存取假說則強調存取對記憶的影響，存取的動作

本身能幫助資訊的學習及修正，又當存取變得困難時，更能幫助存取路徑的穩

固，然而前提為能成功存取目標資訊。 

研究者認為在記憶形成過程中，一開始的編碼階段需要仰賴的是編碼的完整

及多樣性，經儲存後進行存取時，仰賴的則是存取成功與否，及存取時困難度對

存取路徑穩固性的提升。因此，我們認為編碼的變異在編碼過程確實能幫助存取

路徑的增加，而能幫助存取成功的可能性。 

然而，間隔過短時，編碼本身形成之變異雖然能形成許多編碼線索，卻由於

其存取過於簡易，而在路徑刻劃上不夠深刻，形成之存取路徑不夠穩固，無法經

由存取路徑存取目標資訊。當間隔拉長時，能增進存取之困難度，因此能使存取

路徑有更深刻刻劃，此時受試者能在編碼過程時，接觸到各種不同之變異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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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其所形成之編碼線索將更為多重。在存取困難度提升，而存取線索又增多的情

況下，可提升存取路徑穩固程度及存取線索的易得程度，因此對時間間隔拉長時

來說，具變異的情形，會較不具變異的情形，整體記憶較佳。由以上之推論，我

們獲得假說如下： 

H2：時間間隔較短時，變異性本身對整體記憶無顯著影響；時間間隔較長

時，具有變異的廣告，較不具變異的廣告，整體記憶較佳。 

 

（二）態度部分 

變異性與間隔對態度面向之影響並未有實證結果可供參考，我們認為顯著存

在之效果為變異性對態度之主效果，而時間間隔對態度面向並無直接影響。兩者

之間在搭配組合後應仍是變異性主效果顯著呈現，不具交互作用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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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重複次數與時間間隔之交互效果 

(一) 記憶部分 

編碼變化假說認為重複次數愈多時，所處脈絡變異愈高，而脈絡變異愈高所

產生之存取路徑愈多，因此重複次數增加可提升回想情形；又就時間間隔而言，

未經修正之編碼變化假說預測時間間隔長時回想情形較好，這是由於時間間隔較

長時編碼差異愈大，產生較多不同存取線索，進而幫助回想。依據未經修正的編

碼變化假說解釋，回想最佳的情形應為重複次數高且時間間隔長的情形；其次則

為重複次數高且時間間隔短，及重複次數低且時間間隔長的情形；居末則為重複

次數低且時間間隔短的情形。 

但若以修正後之編碼變化假說(Glenberg, 1976)進行解釋，則會有不一致的推

論：其認為就短期記憶而言，當兩次重複間隔較短時，兩次重複之編碼脈絡重疊

程度較高，兩次重複的相關編碼脈絡資訊也較類似，因此人們等同有兩次機會對

此脈絡資訊進行編碼，相對長間隔時，雖然可產生較多脈絡變異編碼，但每一編

碼皆只有一次編碼機會的情形，會有較佳之編碼品質，擁有較穩固的存取路徑；

又存取時的脈絡與編碼脈絡相近，亦可幫助其經由當時的脈絡線索存取到之前編

碼的脈絡及目標資訊。因此 Singh et al.(1994)及 Glenberg(1976)認為就短期記憶而

言，間隔較短的重複會較間隔較長的重複，有較佳回想。又重複次數本身對記憶

具正向影響，重複次數愈高時，人們愈有機會對訊息做更完整的編碼，使回想情

形更佳。 

由以上之討論，我們認為就修正後之編碼變化假說而言，重複次數與時間間

隔之間，對記憶方面分別具主效果。當重複次數高且時間間隔短時，記憶效果最

佳；當重複次數高且時間間隔長，及重複次數低且時間間隔短時，記憶效果會分

別受到時間間隔長或是重複次數低的負向抵銷，記憶效果次佳；記憶效果居末則

為重複次數低且時間間隔長的情形，其同時受到重複次數低及時間間隔長這兩種

負向影響。 



 - 32 - 
 

依據學習—階段存取假說的內容，重複次數愈高時，對記憶有正向幫助；而

就時間間隔來說，當時間間隔長到存取失敗時，長間隔會造成記憶的減弱，若長

間隔並未造成存取失敗時，則能使記憶情形更佳。因此，在存取成功時，重複次

數較高且時間間隔較長的情形具最佳記憶效果；重複次數較低且時間間隔較長，

或重複次數較高且時間間隔較短時，會因一正向與一負向影響的效果抵銷，記憶

效果次佳；重複次數較低且時間間隔較短時，則因兩者雙重的負向效果加成，記

憶效果最差。 

但若長間隔造成目標資訊存取困難甚至失敗時，重複次數對記憶就有關鍵作

用，當重複次數高時，可幫助時間間隔長的情形成功存取並因時間間隔較長而提

升存取困難度，因此記憶效果最佳；重複次數較低且時間間隔較短，或重複次數

較高且時間間隔較長時，則因正向與負向影響抵銷，記憶效果次佳；最後則為重

複次數較低且時間間隔較長的情形，由於兩者對記憶都有負向影響，因此記憶效

果呈現最差。 

    編碼階段與存取階段都是資訊處理記憶時相當重要的過程，不能偏廢任一過

程，應將兩種階段對記憶之影響皆納入考量。研究者認為，間隔較長相較於間隔

較短時，訊息編碼變異較多，因此無法產生較穩固的訊息編碼線索，導致之後存

取目標資訊時，極可能存取失敗。因此本研究認為就短期記憶而言，長間隔較短

間隔易存取失敗。在長間隔較易引發存取失敗的推論下，我們認為重複次數可減

低存取失敗的可能性，因此當重複次數較低時，短間隔較能確保存取成功，較長

間隔有較佳記憶效果；當重複次數較高時，長間隔反而更能增加變異程度，使編

碼有更多變異，且使存取具困難度。由以上之推論，我們獲得假說如下： 

H3：重複次數較低時，時間間隔較短，較時間間隔較長，有較佳記憶效果；

重複次數較高時，時間間隔較長，較時間間隔較短，有較佳記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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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態度部分 

相較時間間隔本身對記憶的影響，多數研究並不認為間隔會經由記憶對態度

產生影響(例如：Petty & Cacioppo, 1979; Loken & Hoverstad, 1985)。但當時間間

隔與重複次數兩個變數綜合檢視時，對廣告態度方面則可能會有影響。過去

Fennis & Bakker(2001)將兩者之整體關係以廣告密度的概念代表：當廣告密度較

高時，亦即時間間隔較短，或重複次數較高時，其會使消費者產生較高厭煩感

(Irritation)，過去研究指出這種對廣告產生的厭煩情感，會轉移至態度(Holbrook & 

Batra, 1987)。 

由於不論時間間隔長短，在重複次數較高時，都較重複次數較低時，有較高

之廣告密度，較可能引起負面態度，我們認為時間間隔與重複次數對態度並不具

交互作用，因此本研究不進行時間間隔與重複次數對態度之交互效果推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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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時間間隔、變異性和重複次數三者對記憶之交互效果 

我們依據 Schumann et al.(1990)的研究得知對回想來說，重複次數為三次或

四次時，裝扮變化相較於無變化的執行手法，有較佳回想；而本質變化和無變化

的執行手法相較並無顯著差異。當重複次數提高為五次或八次時，由於其回想已

達飽和臨界，變異性對廣告回想的影響被消弭無法察見。 

在重複次數低時，根據先前針對變異性與時間間隔進行之推論，我們認為當

間隔過短時，編碼本身形成之變異雖然能形成許多編碼線索，但由於其無法提升

存取難度，在路徑刻劃上不夠深刻，無法形成穩固之存取路徑，導致資訊存取失

敗。當間隔拉長時，其能增進存取之困難度，使存取路徑有更深刻之刻劃，又編

碼變異增多，可形成多重編碼線索。在存取困難度提升，而存取線索又增多的情

況下，可確保存取路徑之穩固程度，及存取線索的易得程度。因此時間間隔長時，

具變異較不具變異的情形，整體記憶較佳。 

在重複次數高時，我們認為回想會因重複次數之主效果影響達飽和，時間間

隔及變異性所產生之影響便無法察見。原因是重複次數本身能夠增加存取的機

會，使存取路徑更加穩固，又能經由脈絡變異增加編碼線索增加存取可能性，雙

重助益下，使得其本身之主效果影響較時間間隔及變異性之主效果更為有效。因

此重複次數較高時，變異性與時間間隔之間並無明顯交互效果存在。 

總結而言，變異性對時間間隔較短時的廣告記憶有明顯幫助，而對時間間隔

較長時的廣告記憶則無明顯幫助。又變異性與時間間隔之間的交互效果會受到重

複次數高低之調節，當重複次數高到一定程度使回想記憶達臨界飽和時，其對記

憶之影響，會蓋過變異性及時間間隔分別之影響。由以上，我們獲得假說 H4。 

H4：重複次數較低時：時間間隔較短且時間間隔較短時，變異有否對整體

記憶無顯著影響；時間間隔較短時，有變異較無變異，整體記憶較佳。

重複次數較高時，不論變異有否，時間間隔對記憶無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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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假說推論之整理 

本研究共有六個假說，將其整理為下表 3-3。時間間隔與變異性、時間間隔

與重複次數，及時間間隔、重複次數與變異性之間三者之交互作用，皆只對記憶

進行推論；重複次數與變異性之交互作用有三個假說，分別對記憶、廣告態度和

品牌態度進行推論。 

表 3-3  假說推論整理 

檢驗效果 編

號 

內容 

H1a 當重複次數較低時，具有變異性的廣告較無變異性時，記

憶效果較佳；重複次數較高時，變異性有否對記憶效果無

顯著影響。 

H1b 當重複次數較低時，具有變異性的廣告較無變異性時，廣

告態度較佳；重複次數較高時，變異性有否對廣告態度無

顯著影響。 

重複次數與變

異性之交互作

用 

H1c 當重複次數較低時，具有變異性的廣告較無變異性時，品

牌態度較佳；重複次數較高時，變異性有否對品牌態度無

顯著影響。 

時間間隔與變

異性之交互作

用 

H2 時間間隔較短時，變異性本身對整體記憶無顯著影響；時

間間隔較長時，具有變異的廣告，較不具變異的廣告，整

體記憶較佳。 

重複次數與時

間間隔之交互

作用 

H3 重複次數較低時，時間間隔較短，較時間間隔較長，有較

佳記憶效果；重複次數較高時，時間間隔較長，較時間間

隔較短，有較佳記憶效果。 

三者之交互作

用 

H4 重複次數較低時：時間間隔較短且時間間隔較短時，變異

有否對整體記憶無顯著影響；時間間隔較短時，有變異較

無變異，整體記憶較佳。重複次數較高時，不論變異有否，

時間間隔對記憶無顯著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