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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本研究關注的焦點為：廣告訊息之重複次數、變異性及時間間隔的安排對廣

告效果的影響。本章根據研究結果，第一節先說明主要發現結果及研究討論，第

二節提出本研究的研究限制，最後在第三節闡述本研究對未來研究建議及實務應

用啟示。 

第一節   研究主要發現與討論 

在此進行重複次數、變異性及時間間隔此三種變數分別對記憶與態度影響之

研究發現及討論。在記憶方面，獲得支持的假說包括變異性與時間間隔之交互效

果假說，而未獲得支持的假說則包括變異性與重複次數、重複次數與時間間隔，

及重複次數、變異性與時間間隔三者間對整體記憶的交互影響推論。對態度而

言，未有假說獲得支持，不獲得支持的假說為重複次數與變異性對態度方面之假

說。除假說檢驗結果外，我們發現變異性與時間間隔對品牌態度方面之交互效果。 

 

壹、 研究主要發現 

一、 重複次數與變異性之效果 

對記憶而言，重複次數與變異性分別具有主效果，但並不如預期呈現交互效

果，假說 H1a未獲得支持。其中重複次數並不與變異性產生交互效果，不論重複

次數高或低，變異性對於態度都有明顯之主效果呈現，且此主效果並不會因為重

複次數高低而有強弱之分。 

這可能是由於重複次數皆在四次以內，回想尚未達到飽和所致。若重複次數

增高至如 Schumann et al. (1990)所選定之四次和八次之比較時，或可出現顯著交

互效果呈現。 

對態度而言，重複次數與變異性之間並不存在主效果，亦不存在交互效果，

本研究假說 H1b和 H1c並未獲得支持。其中重複次數並不與變異性對態度產生交

互影響，亦即不論重複次數高或低，變異性對態度都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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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Schumann et al. (1990)發現變異性對態度之效果，會受到產品涉入度調

節。其中當變異為裝扮變化時，其影響會出現在產品涉入度為低的情況，在產品

涉入度高的情形，效果會消失無法查見。我們在此以MANOVA察看重複次數、

變異性與產品涉入度之間是否有交互效果，結果發現除產品涉入度對廣告態度（F

（1,272）＝35.68, p<.01）和品牌態度（F（1,272）＝40.68, p<.01）之主效果顯著外，其

他交互效果皆不顯著，納入訊息處理難易度作為共變量時結果亦如此。 

又 Anand & Sternthal(1990)發現重複次數對態度的影響會受到訊息處理難易

度調節，當訊息處理較難時，兩者呈現直線上升關係；當訊息處理難易適中時，

兩者呈現倒 U型關係；當訊息處理較容易時，兩者呈現正 U型關係。我們在此

以MANOVA察看重複次數、變異性與訊息處理難易度之間是否有交互效果。結

果發現對廣告態度而言：訊息處理難易度具有主效果（F（1,272）＝51.65, p<.01），

變異性與訊息處理難易度之交互效果趨近顯著（F（1, 272）＝3.82, p=.052），而重複

次數、變異性與訊息處理難易度三者之間交互效果顯著（F（1, 272）＝11.22, p<.01）。

納入產品涉入度作為共變量時結果亦如此，其中變異性與訊息處理難易度之交互

效果從趨近顯著達到顯著範圍（F（1, 272）＝4.12, p<.05）。 

又對品牌態度而言：訊息處理難易度具有主效果（F（1, 272）＝12.35, p<.01），

重複次數與訊息處理難易度之交互效果趨近顯著（F（1, 272）＝2.92, p=.056），重

複次數、變異性與訊息處理難易度之間交互效果趨近顯著（F（1, 272）＝3.80, 

p=.052）。納入產品涉入度作為共變量後，訊息處理難易度之主效果不再顯著（F

（1, 272）＝1.34, p>.05）），重複次數與訊息處理難易度之交互效果由趨近顯著達

到顯著範圍（F（1, 272）＝4.74, p<.05），重複次數、變異性與訊息處理難易度之間

交互效果趨近顯著（F（1, 272）＝3.53, p=.061）。 

由上述分析結果，可得知重複次數與變異性對於廣告態度和品牌態度之交互

效果，皆受到共變量訊息處理難易度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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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變異性與時間間隔之交互效果 

研究發現不論間隔長短，變異性對於整體記憶都具有顯著主效果。又變異性

與時間間隔之間之交互效果並不明顯：在短間隔時，變異性對於整體記憶無顯著

影響；在長間隔時，有變異會較無變異，傾向有較佳整體記憶，但僅具方向上之

支持，並未達顯著水準，此結果部份支持假說 H2。我們根據以上之分析結果認

為，變異性可幫助較多編碼線索的生成，幫助存取，然而這些存取路徑若刻劃程

度不深，穩固程度不高時，即使有再多編碼線索成形，也無法確實幫助存取目標

資訊。長間隔便可幫助增加存取困難度，使編碼線索經過存取深刻之刻劃後，能

快速穩固的存取目標資訊。 

因此，變異性本身確實能幫助整體記憶，且其效果相當明顯，而存取之幫助

亦存有，但其效果較變異之影響來得弱。 

對態度而言，本研究原不預期變異性與時間間隔對態度具有交互效果，然研

究結果發現兩者之間具有交互效果。我們發現，時間間隔長時，變異情形並不會

影響品牌態度；時間間隔短時，有變異較無變異，有較佳品牌態度。 

針對這種情形，我們認為有兩種可能的解釋：第一種解釋是，可能為時間間

隔調節觀眾對於變異性的注意力所造成，當時間間隔短時，觀眾的注意力仍相當

集中，此時變異性的存在更能獲得訊息之處理解讀，因而能呈現顯著之態度成

長；當時間間隔拉長時，觀眾的注意力相對較為減弱轉移，變異性的存在較無法

獲得知覺及較完整集中之處理解讀，因此較無法呈現顯著之態度成長。 

第二種可能解釋為，記憶可能在其中中介了變異性對於態度方面之影響。短

間隔時，由於短期記憶有較佳之呈現，因此變異性亦可得到較佳之編碼，產生較

完整的編碼線索，經由完整多量之編碼線索推敲後，使得廣告態度有顯著成長（參

考：Keller, 1987, 1991）；長間隔時，則由於短期記憶而言，其較無法產生完整之

編碼，編碼線索即使多量，也礙於存取線索刻畫不夠深刻，而有無法完整存取之

缺憾，使得廣告態度無法經由變異編碼獲得顯著之成長。 



 - 80 - 
 

三、 時間間隔與重複次數之交互效果 

重複次數與時間間隔對整體記憶來說，並不具顯著交互效果，不支持本研究

所預期之假說H3。其中重複次數對整體記憶有顯著主效果，而間隔長短本身對整

體記憶並不具有主效果存在。 

若排除整體記憶之辨識部分，單就回想部分來看，則重複次數與時間間隔對

回想具有交互效果。重複次數對回想具有顯著主效果，又此主效果又會因在不同

時間間隔長短時，呈現強弱差別。其中重複四次時，間隔長較間隔短，有較佳回

想；重複兩次時，間隔長短對回想無顯著影響。我們可得知對回想而言，重複次

數較低時並未間接支持假說 H3，但是重複次數較高時，間隔較長確實較間隔較

短時，有較佳之回想呈現，間接支持 H3假說。 

觀察重複次數與時間間隔對回想之交互關係，雖然並未顯著支持假說內容，

然而數值傾向上符合假說之陳述，無法查見顯著之交互效果，可能與時間間隔在

操作上之限制有關，若能將時間間隔之操作間隔拉長，或可觀察出此效果之存在。 

 

四、 重複次數、變異性與時間間隔三者對記憶之交互效果 

對於記憶而言，重複次數、變異性與時間間隔，三者之間皆不具交互效果，

我們可得知重複次數之高低並不會對變異性與時間間隔之交互效果造成調節，因

此相關之假說 H4 未獲得支持。此可能代表重複次數對於記憶之影響並不如想像

中的多，也可能是因為重複次數並未高到使記憶達到飽和之地步，因此其效果並

不如預期所能查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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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討論 

一、 記憶效果之討論 

本研究之結果，對先前研究所提之編碼變化假說及學習階段存取假說皆有所

支持，又就時間間隔與變異性分別對整體記憶和回想而言，變異性之主效果明

顯。變異性主要之影響為編碼時脈絡之變異程度，而間隔則主要為加強存取之難

易程度，因此我們認為編碼之變異性所造成之線索多寡，是影響記憶較主要之因

素，而時間間隔對記憶方面之提升，則較編碼變異性而言為次要之影響因素。 

 

二、 態度效果之討論 

對態度而言，重複次數、變異性與時間間隔對廣告態度皆不具主效果，亦不

具交互效果；重複次數、變異性與時間間隔分別對品牌態度，亦皆不具顯著主效

果。為更深入瞭解重複次數與態度面向之關係，在此我們觀察無重複、重複兩次

和四次時廣告態度之平均數趨勢，及品牌態度之平均數趨勢。此外，我們亦觀察

重複次數對態度之主效果，及無重複與重複兩次、重複兩次與四次、無重複與重

複四次之間成對比較之結果。 

若從數值呈現的傾向而言，廣告態度的平均數在無重複、重複兩次和四次

時，分別為 5.04、5.16、5.37，當重複次數愈高時，廣告態度數值呈現愈高的趨

勢；品牌態度的平均數在無重複、重複兩次和四次時，分別為 4.17、4.38、4.54，

當重複次數愈高時，品牌態度數值呈現愈高的趨勢。 

對廣告態度來說，在未納共變量時，重複次數對廣告態度之影響不顯著（F

（2,264）＝1.56, p>.05），成對比較皆不具顯著差異；納共變量後，重複次數對廣告

態度之影響仍不顯著（F（2,262）＝.52, p>.05），成對比較亦不具顯著差異。對品牌

態度來說，在未納共變量時，重複次數對品牌態度之影響趨近顯著（F（2,264）＝2.58, 

p=.078），成對比較發現無重複與重複四次間具有顯著差異存在（如表 6-1所示）；

納入共變量後，重複次數對品牌態度之影響不顯著（F（2,262）＝.61,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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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可知未納共變量時，無重複和重複四次之間的品牌態度確實存在差

異，雖然重複一次與重複兩次之間、重複兩次與重複四次之間皆不具顯著差異，

但態度確實隨著重複次數的增加，有意義上的成長。過去研究為觀察重複次數完

整之倒 U型曲線傾向，其重複次數的選定多包括至一至八次（例如：Schumann et 

al., 1990），甚至重複十幾次者亦有（Pechmann & Stewart, 1988）。本研究將實驗

觀賞時間操控於半小時內，又為檢定間隔長短對記憶方面之影響，將時間間隔設

定為 7分鐘及 30秒之範圍，礙於實驗操作考量，分別以無重複、重複兩次和四

次作為操作，而無法觀察到一般操作所看到之五次以上重複次數對態度面向之影

響。因此，重複次數對態度的影響，之所以無法觀察到顯著差異，可能與重複次

數範圍選取有關，而非其間不具效果。又上述結果納入共變量後，原本品牌態度

之組間差異便消失，可能共變量在此情境內有相當影響，使態度之顯著傾向受到

吞噬而無法察見。 

為更進一步瞭解共變量對態度面向之影響，我們分別以MANOVA分析共變

量之產品涉入度分別與重複次數、變異性或時間間隔是否具有交互效果。結果顯

示，不論是否納入訊息處理難易度作為共變量，產品涉入度分別與重複次數、變

異性和時間間隔對廣告態度皆不具交互作用，對品牌態度亦是如此。 

又我們以MANOVA分析共變量之中訊息處理難易度分別與重複次數、變異

性或時間間隔是否具交互效果。結果顯示，不論是否納入產品涉入度作為共變

量，其與重複次數之間分別對廣告態度和品牌態度具有交互效果，與變異性之間

則是對廣告態度具有交互效果。 

由以上之分析，我們得知在態度方面，共變量之產品涉入度主要為其本身對

於應變數之影響，而訊息處理難易度則不只對應變數有主效果影響，與自變數之

重複次數與變異性亦分別具交互效果。 

此外，對態度建立而言，時間累積亦有相當幫助，本研究實驗刺激觀賞在

27分內即結束，對態度這樣需要時間累積之構念，短時間可能尚無法建立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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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態度。總結而言，若能將重複次數之範圍擴大、將時間間隔拉長，或控制共變

量之影響，則重複次數對態度面向之效果或可顯現。 

表6-1  重複次數對品牌態度之Scheffe多重比較 

應變數 比較組別 平均數差

異 
標準誤 p值 

無重複-重複兩次 -0.21 .17 .23
重複兩次-重複四次 -.16 .11 .15

未納共變量時回想 

無重複-重複四次 -.36* .17 .04
*表示p<.05，**表示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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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共變量之影響 

為確保本實驗設計之分析結果，能呈現自變數與應變數之直接關係，而不受

其他因素影響，本研究參照先前研究列出可能之共變因素，並經共變量檢定篩選

出訊息處理難易度及產品涉入度，共兩個共變量納入分析模組分析，以衡量其對

實驗結果之影響。其中先前研究歸納重複次數對態度面向的影響主要受到訊息處

理難易度的影響，而變異性對態度面向的影響則主要受到產品涉入度影響。 

我們分別對訊息處理難易度及產品涉入度對態度之影響進行 ANOVA主效

果檢驗，結果發現訊息處理難度愈高時，態度面向呈現愈差（參考表 5-7）；產品

涉入度來說，產品涉入度愈高，則態度面向呈現愈佳（參考表 5-8）。又由上段落

針對態度面向之討論可發現，訊息處理難易度不只直接對態度面向有直接影響，

還會調節重複次數與變異性對於態度面向之影響。 

在本研究中，共變量對應變數存有顯著影響，包括對整體記憶、辨識、廣告

態度及品牌態度這四種應變數都有顯著影響存在，可見研究結果確實受特定情境

所影響（如表 5-9、5-14、5-15和 5-16所示）。這些共變量之影響是因本實驗特

定設計所產生，若後續研究能對共變量進行控制或消除其影響，則可能包括重複

次數對態度之主效果，時間間隔與變異性對整體記憶之交互效果，時間間隔與重

複次數對整體記憶之交互效果，皆將呈現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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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壹、 實驗刺激方面 

本研究所使用的實驗刺激為實際品牌廣告，雖採用香港地區廣告，並將品牌

以虛擬名稱取代，仍有許多不可控制因素存在。包括訊息本身的熟悉程度，及所

選用兩支代表廣告之訊息難易程度都無法在實驗前進行處理，而需經由統計分析

消弭可能之影響效果，也因此對效果方面有影響，使內在效度減低。 

 

貳、 實驗設計方面 

本研究雖為符合實驗設計中重複次數較高和時間間隔為長時間間隔的設

計，已將重複次數增高至四次，時間間隔增長為七至九分鐘。但為避免實驗時間

過長，導致受試者倦怠，將實驗刺激觀看時間控制在三十分鐘以內，無法將重複

次數提高至更顯著之操弄程度，亦造成效果無法顯著呈現之缺憾。 

其次，本研究為維持實驗之內在效度，將刺激觀看時間限定在 30分鐘以內，

並以長為七至九分鐘、短為三十秒來進行間隔操弄。雖然時間間隔之操弄成功，

然而實務上之重複策略並非僅規劃於 30分鐘，這樣有時間限制的狀態內進行。

相反的，其間隔之操作範圍相當廣泛，短則幾分鐘、幾小時，長則幾天、幾星期、

幾個月都有可能。又對記憶和態度而言，其累積形成穩固皆需經過一定長度的時

間，並非短時間內可快速建立形成的，即使能在短時間內形成，所能增加的量也

細微，能加強的也有限，也可能是設計中記憶與態度面向無顯著效果之原因。因

此，這樣操作是在實驗內在及外在效度取捨後之結果，為本研究另一限制。 

 

參、 實驗執行方面 

本研究基於實驗操作之統一方便性，並受限於施測場地之限制，選擇於電腦

教室進行實驗刺激之統一廣播觀看，此與一般電視觀看情境有所不同，也影響實

驗研究結果外在推論之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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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建議 

本節根據研究架構及研究結果，分別對學術界及廣告實務界提出建議。 

 

壹、 對學術後續研究建議 

一、廣告變異程度上之影響 

過去之研究皆將焦點放置於廣告變異性的有無（例：Appleton-knapp et al., 

2005）及變異性質的不同（例：Schumann et al., 1990; Haugtvedt et al., 1994），雖

然對記憶和態度面向有相當討論，但對變異程度可能的影響卻付之闕如。 

然而對記憶而言，除了時間間隔部分會造成存取困難外，變異程度也極可能

造成存取困難度，進而影響記憶甚至態度面向。後續研究可繼續針對變異程度與

性質方面做更進一步之探討，以更深入瞭解變異性對記憶和態度方面的各種可能

影響層面。 

 

二、廣告變異性與時間間隔之間對態度面向之交互作用相關探討 

本研究發現廣告變異性與時間間隔之間，並不只對記憶面向有顯著交互效

果，對態度面向也有顯著交互效果。這在過去研究中，並未曾有相關討論及發現，

後續研究可對此交互作用進行更進一步探討，包括時間間隔是否經由注意力中介

影響品牌態度，或是變異性與時間間隔是否經由記憶效果中介品牌態度，還有其

他現象背後原因及可能干擾因素等。 

 

三、重複次數、變異性與時間間隔三者對記憶面向影響之解釋澄清 

本研究雖針對三者進行交互效果之檢驗，對記憶方面的衡量卻僅止於短期記

憶之衡量，而未對長期記憶進行衡量。過去研究即發現變異性分別對短期記憶與

長期記憶產生不同程度影響（例如：Glenberg, 1976; Singh et al., 1994），然而過

去研究也僅以編碼變化假說進行相關解釋，後續研究可藉由變異性、時間間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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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次數，分別對長期記憶的影響，進行假說效力釐清。 

 

四、研究方法之改進 

為提高外在效度，後續研究在進行重複策略相關研究時，對時間間隔及重複

次數之處理上，可嘗試非短期密集的重複策略研究，進一步擴大重複次數之範

圍，及拉長時間間隔選定之長度，以了解時間間隔長短或不同時間間隔下的重複

次數安排，分別對記憶與態度之效果，使結果更具外在推論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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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對實務界的建議 

對廣告訊息的呈現而言，廣告主為使態度層面有最佳效果，主要都將訊息播

放的安排焦點分置於重複次數多寡及變異性有無之間的搭配。本研究結果顯示時

間間隔事實上，對態度面向，尤其對品牌態度有不可忽視之影響力。 

相較於長間隔的廣告播放形式，廣告主往後可多採取短間隔時間內播放不同

版本之品牌廣告的播放安排策略，對品牌態度有顯著之助益。這也可應用在兩段

式或多段式廣告的播放安排中，相較於隔較長時間的播放安排策略，本研究的結

果建議在多段或變異版本的廣告播放時，更可採較密集連續的播放方式，使得其

品牌態度能夠有最顯著之提升。 

又對記憶來說，本研究認為時間間隔對短期記憶效果而言並未有明顯之影

響，若廣告主期望能以播放安排形式獲得較佳之短期記憶效果，主要應考量重複

次數與變異性兩者的安排，採取變異重複的安排仍會是最佳策略。而時間間隔對

記憶的影響，相較起來，是廣告主可視為次要考量之安排因素。 

總體而言，廣告主在日後安排電視媒體廣告播放計畫時，若希望在短期內快

速讓觀眾記住品牌廣告，並在同時獲得較佳之品牌態度反應，應使用重複密集且

一系列廣告播放的方式，而非重複分散的播放變異或不變異的廣告，或是重複密

集播放不具變異的廣告方式，此播放策略又以新品牌上市最適合。其中對觀眾而

言，訊息方面不應有難以處理的安排或採用難以理解的表現手法，而應以較能理

解之方式呈現，避免負面態度之產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