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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當勞廣告對閱聽人認知

結構之分析
指導教授韓豐年老師
研究學生﹒蔡燕君廖雅惠

摘要
賣告能反應社會現象，掌撞社會群體的價值觀與行為模式，結合商品訊息，才能達到銷售

的目的。基於廣告的普遍性和重要性與日俱增，且廣告手法隨之多樣化之下，也會國為廣告呈

現手法的不同，而改變訊息的內容，進而產生不同的廣告效果，本組選定麥當勞廣告對閱聽人
的認知影響作為研究的大方向，再從研究中，發掘問題，進行探索﹒

畫、結論

當勞如何增加顧客來店的次數 l '廣告」是很

重要的自素，每一個品牌，都有自己的個性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和所欲傳達的訊息，溝通方式的一致性，就

自 1 984年美國麥當勞引進台灣後，便帶

會形成品牌的帽性。

動許多知名連鎖店來台經營的風潮，並且帶

麥當勞廣告常運用有趣、歡樂的手法，

來了一連串的媒體行銷，而在泉多速食店的

讓消費者容易暸解內容並且建立一種互動

電棍廣告當中，麥當勞的廣告總是是容易引

關係，在認知結構方面，本研究以麥當勞廣

起大眾討論話題一種廣告，在麥當勞的廣告

告中的 BBQ豬排布穀堡蔡依林篇為例，以

行銷活動中，強調與顧客互動是不可或缺的

閱聽人在接收此廣告效果後的認知程度，進

元素，因此麥當勞在進行整個廣告行銷傳播

而進行分析，來驗證不同背景的闋聽人在接

時，常運用廣告行銷力量，將品牌訊息或促

收相同的廣告是否會影響認知程度的差異。

銷訊息傳遞給顧客。

二、研究區的

晶牌資產 ( Brand E:部ity ) .是麥當勞整

個企業體，經年累月累積的資產，而行銷傳

(一)衡量廣告效果通常有四個指標:廣

播 ( Marke仙>g Comm阻cation )活動，則是將

告的到達，廣告的注目;對廣告的態度，自

和顧客溝通的訊息，透過整合傳播的包裝方

廣告影響產生的行動。我們的研究目的就是

式，維繫顧客對品牌忠誠度的一段流程。麥

從這四個指標中進而探討一個廣告從發

當勞的行銷，是建立晶牌忠誠度不可或缺的

想、製作...直到閱聽人接收到廣告所產生的

溝通工具，品牌約個性或是晶牌的溝通方

效果﹒

式，都是來自於溝通元素所傳遁的訊息。麥

(二)廣告鍛果首先是傳播效果，即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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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的範臣，廣告到達的人群，受累對廣告

廣告效果

的注目程度。從廣告主釋出的譯碼到引發目

(一)廣告的意義 commurucatlOn

標市場消費者的購買行動，廣告的認知結構

l

對閱聽人的接收程度的影響力?

(1)進行廣告行為時，共同性是大前提(傳

(三)閱聽人認知的過程為:集結→選擇→

播者必須找出與閱聽人的共同性，才會位甚行

混合→組織→理解。認知涉及聞聽人的資

傳播行為)

訊處理過程，包括 l製碼與解碼 2 .察覺、

(2) 先有共 同性 ， 之後才有意義分享

認知、儲存、記憶的四階段

3 .整合不同資

共同 性 ( 原本即具有 ) /意義分享

I.廣告是一切人類送出及收受訊害的行

為

訊。本組最主要的研究目的就是針對廣告效

果對閱聽人認知結構之分析作為研究，藉由

2 互 動情境中 ， 所具有訊息價值的行動

上述研究目的探討，試圖解釋、歸納並應證

3 透過訊息的社會主動 ， 將傳播視為社

閱聽人在接收廣告訊息後，對廣告訊息且時傳

會互動的一種，訊息是互動的中介者

達的認知之結構，相同廣告所傳達出來的訊

4. 廣 告 的 發 生 是 一 個 系 統 操縱各 種符

息，在不同閱聽人的身上是否會產生不同效

號，經由聯結消息與目的地間通路的

果的認知感受。

傳送，去影響另一個系統的過程，此

定義為一個 SMCRE模式(國立中山

三、研究範團

大學，

s

(一)廣告形式的選擇本研究將針對麥當勞
麥當勞 BB Q豬排布穀堡廣告，進行廣告內容

1997)
•
M•

C•

R• E

Source Message Channel Receiver Effect

對閱聽人的認知程度分析。

(為一個系統) (為男斗國系統) (效果研究〕

(二)廣告內容的操控:主要以閱聽人之性

廣告即訊息，訊息會因為廣告呈現手法的不

別、居住區域、零用錢多寡以及職業的不同

間，而改變訊息的內容。

產生對於廣告的認知程度的差異，本研究還

廣告效果顧名思義即是廣而告之後所

進一步探討不同的說服戰術廣告是否會影

產生的迴響，而且是廣泛的告之。廣告的效

響閱聽人再注意力、理解力，進而車間激閱聽

果定義有許多，常用的定義「廣告是由個

人的消費行為。

廣告主(作廣告的人)在付費的嗨件下，對一

(三)實驗對象的選擇:本研究最主要在探討

項產品，一個觀念或一項服務(指商品)所進

麥當勞的廣告效果對於閱聽人之認知結構

行傳播的活動，在活動之後對大:\!<所產生的

分析，因此在樣本的選擇上，以具有齡十藝

漣漪」﹒

術背景的台灣藝術大學學生為實驗對象，以

閱聽人.

問卷填寫的方式了解目前台灣藝術大學學

(一)視為觀眾、聽眾、觀賞的集合三個層次

生對於廣告效果的認知結構，當受訪者準備

(低→高)

好參與研究縛，研究者會解釋研究目的及相

I.擁有傳播工具的人

關訊息，如撥放相闋的廣告內容紀錄片或

2. 實 際上能接受 訊息 的人

是口述廣告內容過程引發起受訪者的記憶

3. 能夠理解 且能實 際運用 的人 ( 己 內 化成 為

及對廣告的認知度，最後再受訪者結束問卷

閱聽人自己的東西)

填寫時贈與一項小禮物感謝受訪者的參與。

(二)為一種大泉(被動)指烏合之眾，特質

四、名詞解釋

如下:1.數量很多 2 .異質性高 3孤立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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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人差異說」來說，最重要的發現

相往來→彼此之間是疏離的(來自於馬克思

主義，為現你社會的弊病)4.匿名的 5 缺

是「選擇性的時主意與勸解 J (阻l帥ve

訂注會組織，彼此之間並無社會組織的關係

恥d perc旬，tion) 。 傳播媒介的信息 ， 只要符合

存在 6組成分子不固定，不斷在游離而重組

接受者的興趣、態度、信仰、支持他們既有

是一盤散沙，不論傳播者發出f十懷訊息，都

的價值觀念，便容易爭取到他們的注意與理

會照單全收

解，要不然，如果兩者相互抵觸，這信息便

(三)視為公眾或社會團體(具有主動性)

會被忽視、忘記，或乾脆完全扭曲，以求符

1

合自己的預存立場。

具有 主 動性→ 影響使用 與滿足理論

(二)社會範疇說( soci 晶 晶匈叩品 )

閱聽人使用媒介有自己的動機，且若使L用媒

介得到滿足會強化閱聽人對此媒介的使用

基本上，這是「個人差異說」的修正與

→主動性。
2

atternon

延伸。社會上有不同的人群組合(範冊)

,

擁有 自 己的社會團體 ( 兩極傳播/創

他們對傳播信息也會作出不同的反應。「個

新傳佈)屬於自主的社會團體，擁有固體規

人差異說」的重點強調個人人格的不同，而

範與團體壓力屬於某一團體的成員會主動

「社會範睛說」則強調社會中地位相似的團

(ffP

接近相同的媒體。

體「個性 J

認知結構.

遍心理學為根據，後者以社會學基礎。

r 次女化 J ) 不同 。 前者以普

(三)社會關係說( social 甜甜ons)

認知結構影響聞聽人的接收，閱聽人在

「個人差異說」和「社會範疇說 y都

解讀新資訊時會受到舊知識、舊經驗的框

架。費斯亭格的「認知和諧論 J他稱一個人

沒有接觸一個繡結:受眾之間互相來往，他

擁有兩阿圍以上互相矛盾的認知時，會產生極

們的關係頗為錯綜複雜。受泉都有自己的

大的不和諧的感覺，在此情況下他便非改

生活圈，屬於各種社會團體，也跟團體的分

變認知或行為不可。例如一刊圓明知吸菸有害

子互動，這種社會關係自然構成媒介與受

健康的吸菸者，可能會盡量蒐尋支持吸菸

泉之間的「過濾器」。由於有了這個社會網

的訊息，而避免接觸阪菸有害健康的資訊，

絡在學肘，媒介斷不可以為所欲為，社會

即使接觸到了也會加以扭曲，以減輕自身認

關係加強或削弱(通常是前削弱)媒介的力

知上的不和諧感。

量。
認知席會及閱聽汰「資訊處理 J的過程，

我國同專播學者徐佳士(1 973 )歸納傳播

學者的觀點如下﹒I.人f體解事物時，通常

試圖解釋閱聽人認知的過程如下I.集結

總是會把事物組織起來，而且賦給意義的 Z

選擇 3混合 4組織 5理解。認知的「標準

人們理解事物時，是會加以功能性的選擇的

理論 J standard 也即叩 ( 私立世新大學傳播學

3. 人們活E理解 「 部份 J (次結構)時，不會

院 ' 2 ∞ 3 ) 指出 ， 認知涉及閱 聽人的資訊處

拋棄「全體 J (主結構)4空間上或時間上

理過程，包括 l製碼與解碼 Z察覺、認知、

相接近，或互相相像的事物，將被成一個主

儲存、記憶的四階段 3整合不同資訊自學者

結構中的次結構。

發現，認知嶼個人處理複雜資訊的能力有密

學者狄弗勒 ( Melvin

切關係，能力愈強者，愈能整合不同資訊。

L. I地回帥 ， 1967)

等人的歸納有三種學說從不同角度來分析

itt 、 文獻探討

閱聽人對媒介之認知結構分析如下，
(一)個人差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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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播研究

播過程中的符喝系統

(一)傳播的意義∞ m血岫臼lion

1

(I)進行傳播行為時，共同性是大前提(傳

社交活動，社會化行為都是透過符碼系統在

播者必須找出與閱聽人的共同性，才能進行

進行(3)詢服功能自某一方特別將自己的意

傅擂行為)。

念想法灌輸予另一方(4)評估功能 ( 5 )描

(2) 先有共 同性 ， 之後才有意義分享 。

述功能如: IJ銳 、 散文

1

傳播就是交通 transport

2 專指犬眾 傳播媒介Mass

3 傳播是

4.

5

2

•

功能(Shul缸1984): (1 ) 宣潰情緒 (2)

特徵

(I ) 語言是靜憊的 ， 現實是動態的 ，

所以語言無法完全描述U社會現實，是一個平

Media 。

面的狀態。媒介真實 VS客觀真實:兩者之

切人類送出及收受訊息的

行為。

間差異存在之不可抗拒條作，即的挑(2)

(徐佳士， 1973) 當人們傳播時 ， 是

語言是有限的，現實是無限的(3)語言是抽

設法建立共同性，如:設法共享一則

象的

新聞、意見或態度傳播的過程及行為

三、非語文訊意:指一些有意義的聲音，各

是為了建立更多閱聽人與傳播者之

種形式的姿態面都表情或任何有意義的東

間的共同性，功能上具有整會社會與

西，分類:(1)身體行動/動作學行為 ( 2 )

教育的功能。

象徵記號(符號) emblems: 當語/言語文的

互動情境 中 ， 所具有訊 息價值 的行

通路被封鎖，或不適宜時，才使用之，如手

動，如，各說各話，因無互動、交集

語的使用(3)解說動作曲閏恤間﹒用於語丈

點，不可稱為傳播。

訊息無法有效或完全傳達訊車時使用之(4)
情緒展示動作:發生在我們意識感知之外，

6. 透過訊息的社會互動 ， 將傳播視為社

會互動的一種，訊息是互動的中介

是文化學習的影響，如可能發生在同一個次

者。

團體中 ( 5 )節制動作:用於保持或節制動作

7. 傳播的發生是一個 系 統操縱各種符

的談話行為時所使用的動作適應動作:從對

號 ( USA傳播研究定義) ，經由聯結

身體情感需求的反應動作出發 ( 6 )身體的特

消息與目的地問通路的傳送，去影響

徵﹒有一定程度的非語言訊息在其中，只是

另一個系統的過程。

有否被重視(7)接觸行為(生理上) :親蜜
程度可由此看出 ( 8 )平行語文﹒和語言訊息

二、訊息研究

同時出現，如，音色、頻率、音調，表達出

自身傳播:不斷在進行，無時無草草j不存

語言訊息外的其他意義 ( 9 )領域性行為透

在，即使其他的傳播在進行(選擇性理解/

過鎮蛾之尋找，界定亦代表訊息( 10) 人為

記憶)

物(人造物) :可傳遞出某種程度的訊，惠(Il)

一、訊息體系的組成因素 Message

環境因素，如:不同情境下傳遞出來的非語

(I)符號s1且由概念與所表事物間一種存在

文訊息，會使人調整自己的角色、行為

的棚內系(可能只是單一的一個字)

四、非語言和語文之間的關係(I)重複功

(2)

符碼 c吋目:符號系統的組合，包含範圍

能 ( 2 )補充瑚 g (3)取代功能:用非語文

較廣。

訊息取代語艾符號 ( 4 )強調瑚區 ( 5 )矛盾.

二、語言(已具有符碼系統的特色在其中，

有時兩者並非相輔相成，反而是相矛盾→該

包含文字與口語)，為傳播行為的基體(傅

相信何者。通常應該相晴非語言訊息 ( 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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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主、要旨 ( 2 )觀結構:由徵命題間組成

制，非語言訊息決定溝通是長百繼續或停止

五、設計訊息的原則 Sc趾祖m﹒自傳播者角
度看之，如何設計訊息，才能達到我們欲達

三、通路研究

到的效果(一〕訊息的設計和傳播方式必須

各種道路功能的分析

能引起閱聽人的注意，注意被引起，才可能

(一)內向傳播:(1)人能辨別思考

有選擇性記憶(二)訊息所使用的符號必須

個人處理外在環境的訊息 ( 3 )持個人的身心

符合雙方的共同經驗，傳播者找出共同經驗

平衡

的符號，藉此設計訊息，使閱聽人的接受度

(二)人際傳播的通道功能:(1)助個人認知

增加(三)要進一步說服闋聽人，訊息除了

外界的人事物 ( 2 )使個人與其他人建立一有

要激起閱聽人的需求，也要有滿越重些需求

意義的關係(3)人成為一個社會人，即幫助

的方法(四)訊息內容不能違反閱聽人所屬

個人社會化→一種社會化的方式，透過人際

社會團體的規範

傳播，可以學習這個社會的習中醬、規範

六、資哥眼里論Infonnation質問叮﹒具有普遍

改變對方的態度和行為(針對制巨型的人際

性，可處理傳播的基本問題，研究結果簡潔

傳播)態度是內在的，行為是外在的，自態

有力，即夏商模式 ( Shammon

度:所表現出來的外在行為

&

W，目ver)

(一)模式(傳播的數學模式)

(三)大-w.傳播通道的功能﹒(I)守望

訊息還原

( 2 )助

(4)

(2)

連繫/決策(3)教育/社會化 ( 4 )經濟 ( 5

S→→轉換器→→噪音→→接放→→R

)

娛樂

(二)內容﹒(J)此所指的資訊婿，在某一
情境中，所有不確定和失序的狀態稱之，婦

四、閱買車人研究

未必都是副作用，有時有正面效果，可建構

崗聽人如啊理解

訊息的自由度，爛愈高，建糟訊息的自由度

(一)影響理解的因素﹒(I)結構的﹒整個神

愈高(2)重複性的問題.重複性的產生是由

經系統

語言中的諸法規則來決定(用人為方式來增

過去的經驗

加重複性) .重複可用以減少傳播通道中的

(二)理解的過程(訊恩)

音，重復性愈高，則同一時間內所負載的訊

勸解的過程中有很多通則存在，人們如何理

息減少，如H勒令重複性與婦的概念間取得平

解且賦予意羲

( 2 )功能的﹒牽涉到需求、情緒與

·li即mann 李普曼提出 腦 中的圖畫 ， 我們對

衡→為傳播者必須考慮

世界的印象劇團人腦中的圖畫

七、言說分析Dis∞ 臨 岫alysis

(一)原則(I)每一個言說(文本Di血 ou盟，

Adoni&M阻β 提出 ( 認知 )

如文章)基本上都導循某些基本結構，自某

真實世界實際上存在三種真實: (I)媒介真

些基本要素車卸車，因為閱聽人容易接受情節

實:媒介當中所呈現出來的內容，內容所呈

的安排，理解速度加快，在收看電視的行為

現出來的世界(2)客觀真實事件真實發生

中，閱聽人會照著言說的模式進行(2)在整

的樣于(3)主觀真實即個人腦中的圖畫

個言說結構中，層次愈高的情節，愈易進入

理解過程(內向傳播):(1)人們在理解事物，

閱聽人的長期記噫→此為層次效果(Level

會加以組織並賦予意義 ( 2 )人們理解事物時

Efll郎 。

是會加以選擇的(因理解前有個組織過
程) ，選擇的標準需求、情緒、精神狀態、

結構可分為三種(I)觀結構指言說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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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道德、理想、文化背景(3)人們在理

一些特徵、對象、活動或想法對社會生活比

解部份時不會拋棄全體，即背後的認知全部

其他人是根本的，並且由於多數人民在文化

結構 ( 4 )在空間或時間上相接近或互相相像

之內確認 7高度復雜認知結構的這必要聯

的事物，會被看成一個主結構中的分結構

繫且了解一件特殊事情，說服是一個這樣的

項目例于。

﹒閱聽人使用媒介的三種階段(一個新媒介
被使用有三個種階段): (j)魅力期.使人迷

戀，並將大部份時間花在上面

( 131 少 )

如果人有一點對說服的理解，她會有困

(2)

難的時光獲得需要的資源從其他人，和會是

飽和期.當投入此市場的媒介愈來愈多，市

脆弱的對甜恆企圖。

場上會漸形飽和(3)理性期:因新媒介的岐

參、研究設計

用形成飽和，故對閱聽大康的魅力不再，且

閱聽人對新媒介的使用漸成為一段習慣→

一、研究假設

閱聽人的理性開始出現，會對媒介加以批
判，不會再對媒介所提供的節目照單全收，

廣告效果對閱聽人會產生不同的認知

差異，其中包括理解力、注意力、說服力等

而是會加以選擇與批判

三大構面，閱聽人的背景也會對廣告的認知

五、認知結構研究

有所差異，因此以「麥當勞布穀堡蔡依林篇
」此單一廣告對於不同背景的閱聽人做間卷

認知結構可能在閱聽人概念記憶中被

施測，因此提出下列的帽設

定義為一套概念和聯想。閱聽人的認知結構

被集中在不同的特徵、對象、活動和想法。

【研究假設 l】廣告效果對閱聽人認知結構

遇到的閱聽人本身無法仔細地分析所有資

有顯著差異。

訊並且也無法將這些資訊聯繫在一起的時

【研究假設 2】廣告認知對閱聽人購買行動

候，閱聽者必須以某種方法限制他們所處理

有顯著差異

的資料。認知結構提供閱聽者選擇資訊授予

二、研究架構

注意和分析，如此簡化分配意思的問題從刺
激的框架。
認知結構可能是有特性的或有市場佔

有率的，並且多個認知結構可能會有競爭，

當人試圖解釋唯一刺激。例如，如果一個吊
燈裝置開始裝置但掉落。這次事件的意思能

什嘲II

I

w

L

暨用鱷海軍

聽閱人功能式

門居拌耳蟑「

用許多方式解釋，也有許多不同的反應。但
是，想像這些無限可能的解釋會採取一個無

T' y

限時間，並且機會為敏感行動而失去。容易
接近的認知結構提供強的線索關於可能的

解釋，和因而考慮最快的能適應對刺激的反

閻健醫

t--J~

【國 3- 1】研究架構圖

應。認知組織為能佔這刺激的認知結構。在

研究在探討廣告效果對闋聽人認知結

容易接近的認知結構提供可能的解釋的一

構之分析，在不同手法的廣告說服戰術中對

個有限的數字。認知結構是的根本是注重在

於閱聽人的認知程度上的影響，而閱聽人主

世俗的情況，特殊的生產力關係互相乍用。

觀的理解(在性別、居住區域、零用錢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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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背景也成為影響閱聽人主觀的環節)是

有的系所進行編號，由 1號到 1 4號，再利用

否會影響到他對於廣告的認知有所不同，本

電腦隨機抽樣的方式選出 6個科系，對其學

研究的自變項有五﹒(一)麥當勞廣告:客

生發放間卷，每科科系平均分配到份問卷。

觀敘述麥當勞 BBQ豬排布穀堡布穀布穀廣

四、研究方法

告的架構。(二)閱聽人的性別:了解男與

本研究所採用的測量工具為問卷調查

女的性別是否會產生對於廣告認知上的不

同。(三)詞聽人的居住區域了解不同區

法，問卷設計中，分析廣告效果對於閱聽 i.A.

域的閱聽人對於廣告認知上有何差異。(四)

認知結構上的影響，並且採取的且體量表類

聞聽人的零用錢多寡:零用錢多寡是直接影

型為李克特量表。

響消費心理和行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故探

並針對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之師生為母

討零用錢的多和少是否會影響到閱聽人對

群作隨機抽樣，以現場問卷填寫的方式了解

於廣告認知上的差異。(五)閱聽人的職業

目前台灣藝術大學學生對於廣告效果的認

背景:職業的種類不僅影響收入，更影響消

知結構，當受訪者準備好參與研究峙，研究

費需求和生活方式如果知道一個人的職

者會解釋研究目的及相關訊息最後再受訪

業，便不難從其職黨性質推斷他的消費能力

者結束問卷填寫詩贈與一項小禮物感謝受

進而影響他對於廣告的認知程度。

訪者的參與﹒

本研究的依變項則是閱聽人功能式的

本研究回收後之間卷，再以

Statisti臼

理解，了解閱聽人的性別、居住區域、零用

Package 品or 由e

錢多寡、職業背景而影響到閱聽人本身對於

軟體程式 ( SPSS ) .採取描述性統計，對輸

廣告的認知看法。

入之數據進行整理與分析﹒

Social

Sciences 社會科學統計

I.量表設計

三、研究對象

量表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測試閱聽
人對於廣告的認知程度，第二部分針對不同

(一)母群體

本研究旨在分析廣告效果對閱聽人之

說服戰衡的廣告效果，對於閱聽人的消費行

認知結構的影響，考量到藝術大學的學生對

動是否有影響，共可分為三個構菌，分別是

於吸收視覺影像的能力較高，叉因為研究者

理解力、注意力與說服力，其選項共分為非

本身的人力、財力和時間的限制，故本研究

常同意、同意、無意見、不同意、非常不同

僅以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的學生作為研究對

意間五項尺度標準﹒

象，自教育部的網站查得的資料得知圈立台

2.

:IE式實驗
首先，挑選出 r麥當勞 BBQ豬排布穀堡

灣藝術大學的學生人數總計有 367 1人。

-察依林篇」此廣告作品為其主要實驗資料，

(二)樣本數

因為台灣藝術大學學生的總人數有

考量到一般非傳播、設計、藝術科系的大學

3671 人 ， 考E曾用卷 回 收辜的高低以及無效樣

生對於觸覺影像分析的影響力差異不大，因

本數將影響有效問卷數，故將本研究的樣本

此，特意將受測對象鎖定在傳播、廣告設

數定為 3∞份。

計、藝術科系之大學生，較具有經驗之人士

(三)取樣方式

身上，其主要施測對象以國立台灣藝術大學

本研究的哥持克方法為問卷調查法，取樣

的學生為主，將台灣藝術大學所有的系所進
行編號，自 1號到 1 4號，再利用電腦晴機抽

方式採用簡單隨機抽樣，將台灣藝術大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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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共發放出 3∞份問卷，回收問卷

樣的方式選出 6個科系，抽出科系分別是
圖艾傳播藝術學系、工藝設計系、視覺傳達

為 296份，問卷回收率達 98 .66阻，而回收問

設計系、電影學系、廣播電視學系、美術學

卷為有效問卷的有 290份，故有效問卷回故

系，對其學生發放間卷，每系平均分配到

率達 97 .97貼 。

份問卷，在實驗者口頭說明後，並由教學系

(一)第一部分問卷分析

I.

統播出廣告影片。

r 麥當勞 BBQ 豬排布穀堡 蔡依林篇」

3 統計分析

對於個人特質-閱聽人性別認知差異方面﹒在

(I)編碼:

問卷設計以及發放上，將被施，llIU者性別分為

將自收資料依量表尺度將「非常同意」

男性和女性兩個選項，在經過 SPSS統計軟

點數設為 5、「同意」點數設為 4、「無意見」

體分析整理內容統計後，我們可以發現廣告

點數為設 3、「不同意」點數為設計「非常不

效果對於不間性別的認知程度有所差異，男

同意」點數設為 1 '進行分析整理。

生的平均數平均為 3.4728 '女生的平均數平

(2)信度分析.

均為 3 .3 1 5 1 '由此可以知鐘，廣告效果對於

在第一部分針對「麥當勞 BBQ豬排布穀

不同性別之閱聽人的認知程度上，男性的認

堡察依林篇」認知程度問卷中，本研究利用

知程度大於女性。

2.

cron岫品α 係數來檢 定問卷量表的信度 ， 檢

驗的結果顯示，本研究的問卷信度皆達

r 麥當勞 BBQ 豬排布穀堡-蔡依林篇」

0.8

對於個人特質.閱聽人戶籍所在地認知差異

以上，大於 Nunnally[l 978j所建議的 0.7 '因

方面在問卷設計以及發放上，將戶籍分台

此本研究第一部分的問卷量表信度是在可

北縣市、宜蘭縣市、桃園縣市、新竹縣市、

以接受的範圍之內，在第二部分針對不同說

商栗縣市、台中縣市、彰化縣市、南投縣市、

服戰術之廣告效果，影響閱聽人的消費行動

雲林縣市、嘉義縣市、台商縣市、高雄縣市、

之間卷中，問卷信度也達 0.8以上，因次再

屏東縣市、花蓮縣市、台東縣市、外島，在

第二部分之間卷量表也是可以在接受範圍

經過整理歸納為北部、中郎、南部等地，並

之內。

且由 SPSS統計軟體分析整理內容統計後，

(3)效度分析

我們可以發現廣告效果對於閱聽人戶籍區

本研究以因業分析來檢測問卷之效
度，萃取特徵值(Ei genvalues )採預測值 1

域不間的認知程度有所差異，北部的平均數

平均為 4.∞幻，中部平均數平均為 3.7975

'

'

在第一部分之間卷總共萃取出 1 5個國子，而

南部平均數平均為 3 .0 1 97 '由此可以知道，

變其總量為 81.1 37 % '因此可知道本研究在

廣告效果對於戶籍區域不同之閱聽人的認

第一部分之間卷效度是可以被接受的，在第

知程度上，北部閱聽人之認知程度大於中部

二部分之間卷共萃取出 13個因子，而變異總

閱聽人之認知程度，而中部閱聽人之認知程

量為 69.20 1 % '因此可知道本研究在第二部

度則大於南部之認知程度。

3.

分之間卷效度也是可以被接受的。

r 麥當勞 BBQ 豬排布穀堡-蔡依林篇」

對於個人特質也閱聽人職業不同的認知差異

肆、研究分析與討論

方面:在問卷設計以及發放上，將職業區分

為學生、家管、農漁牧、藝衛人艾、教育研

一、問卷資料分析

究、軍公教 l政府機關、電腦網際網路、金

融/保險/傳銷、房地產﹒醫療、旅遊/交通/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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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建築營造、製造/供應商、娛樂/出版、

5 經 由Statistics P:恥k阻:e for 血e

Social

貿易/代理、百貨零售/餐飲、廣告/傳播、政

Sd凹ces 社會科學統計軟體程式(SPSS) 對

治/公益/法律等相關行業、待業中、其他。

輸入數據整理分析後，在獨立樣本檢定之顯

經過問卷調查後，歸納整理分類出五大職

著陸方面，在認知力方面有顯著差異，在理

業，其中包含有學生、軍公教、出版、服務

解力方面除了「廣告有助於我了解麥當勞的

以及資訊傳播等類別，並且經過 SPSS統計

產品的內容」看不出其差異性，其餘選項皆

軟體分析整理內容統計後，我們可以發現廣

有顯著差異，在說服力方面也有顯著差異

告效果對於閱聽人職業不同的認知程度有

(p<.05 )。
(二)第二部分問卷分析

所差異，學生平均數平均為 3.也72 '軍公教

得知在不同戰街之廣告效果，對於閱聽

平均數平均為 3.43∞5 '出版平均數為

4.34615

'服務平均數為 3.9602詣，資訊傳播

人認知力方面除了「使用的有吸引力的模特

平均數為 4. 29 1 5 '廣告穀果對於職業不同之

兒或名人背書較具說服力 J看不出其差異

閱聽叭的認知程度上，出版業之間聽人大於

性，其他還項皆有顯著差異，在理解力方面

資訊傳播業之閱聽人，資訊傳播業之聞聽人

有顯著差異，在說服力方面也有顯著差異

(p< .05 ) 。

大於服踴業之閱聽人，服務業之閱聽人大於

軍公教之閱聽人，軍公教之閱聽人大於學生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之閱聽人。

4.

r 麥當勞 B BQ 豬排布穀堡-蔡依林篇J

對於個人特質-閱聽人零用錢多寡的認知差

一、研究結論

異方面在開卷設計以及發放上，將零用錢

本研究之主要結論研究如下﹒

l 在麥當勞廣 告 效果 對獨 聽人個人特

分為 30∞元以下、 3∞。 -5棚元、 50臨 l∞∞
元、 I∞∞ - 1 5∞0元、 1 5∞0-20<肋元、以泊 0

質認知程度結構方面闋聽人之個人特質在

元以上，經過問卷調查後，歸納整理分類出

性別方面的認知程度是男性〉女性，在職業

5∞0 元以下 、5∞0-1 日。∞ 元 、 l仗削-15000 元

方面出版業〉資訊傳播業〉服務業〉軍公教業

以及狐朋元以上，並且經過 SPSS統計軟體

〉學生，在居住區域方面南部閱聽人〉中部閱

分析整理內容統計後，我們可以發現廣告效

聽人〉北部閱聽人，在零用錢多寡方面的了

果對於閱聽人零用錢多寡的認知程度有所

解廣告主架構認知程度上，金額愈商者認知

差異， 5岫 元 以 下 平 均 數 為 1.77315
似)(). I航削 元平均數為 3 .3 位6
元平均數為 3 .7557

4.1042

'

'

程度愈高，而在對於廣告「麥當勞 BBQ豬排

'

布穀盔蔡依林篇 J '研究中發現，在認知結

10α)().15 ∞0

構程度上有顯著差異:在理解力方面除了

15 區間-20血泊 元平常般為

「廣告有助於我了解麥當勞的產品的內容

'狐朋圖以上平均數為 4.55 2口，由此

J

可以知道閱聽人零用錢的多寡對於廣告認

看不出其差異性，其餘廣告還項之理解力皆

知程度上， 2∞∞ 元 以 上 之 閱 聽 人 大 於

有顯著差異，而在說服力方面也有顯著差

150∞-2∞∞ 元之閱聽人 ， 15 似)，2因回0 元之

異，顯示聞聽人對於廣告「麥當勞 BBQ豬排

閱聽人大於

布穀餐蔡依林篇」皆有一定的認知與理解，

10∞0- 1 50∞元之閱聽人，

以恥的棚元之閱聽人大於 5000元以下，

也認同廣告是具有說服力。

故可以得知零用錢愈多者對於廣告效果的

2

廣告呈現手法對 閱 聽人購買行動影

響方面本研究以閱聽人的認知力、理解力

認知程度就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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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說服力，去分析不同戰術之廣告效果是否

11

全 國博碩士論文 資 訊網 ( 民86) 【 線上資

影響閱聽人之消費行為，而結果顯示在 1閱聽

訊)來源: bttp:lldatas.ncLedu.l'.1 仙e曲sill

人認知力方面除了「使用的有吸引力的模特

12 楊裕富 建築與設計研究室 ( 民 的 ) ，團宜

兒或名人背書較具說服力」看不出其差異

生斤摺唐書詩計的創黨升析【線上資訊】，來

性，在認知力其他選項皆有顯著差異，而在

源，

理解力和說服力皆有顯著差異，說明出不同

h即: /i馴lfW.yu鵬也.吋u.!W1吋angy的阻dio/top l.b

手法的廣告影響閱聽人的購買決策方商有

缸nl

明顯之影響力。

的中山大學美麗之島(民87):..盤盤乏必I線
上資訊] ，來源

二、研究建議

趾旬 Ilbbs.nsysu 吋u .!WltxtV臼'Sio叫d扭扭 h虹nl

本研究主要以麥當勞廣告為主，且主要

以校內學生作為受測者，後績之研究可加入
不同的呈現手法的廣告，並且以社會人士為

受測者，驗證其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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