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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科技的進步，行動裝置已經融入每個人的生活之中，對於社群媒體的依賴也逐漸

轉向行動裝置，這樣的轉變使得廣告商將資源也投入其中。本研究主要探討在 Instagram
上不同的廣告格式對於使用者在廣告態度上的影響。本研究採用了以情境為基礎的實驗

法，共收集了 122 份有效樣本。並且從研究中發現廣告可信性對於使用者的廣告態度會產

生很大程度上的影響。同時也發現使用者在面對新型態的廣告格式時，有較不明確的廣告

態度產生。這樣的研究發現將可以提供廣告商在擬定廣告投放策略上的參考。 
 
關鍵詞：廣告刺激性、廣告可信性、廣告格式、廣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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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隨著科技的技術提升，網路的環境逐漸健全，上網已經是每個人每天必做的事。社群

媒體(例如:Facebook、LINE、Instagram、Plurk、Twitter、Google+、Snapchat 等)隨著 Facebook
貼文爆炸性的成長，社群網路的使用也在 2016 年激增 20%以上，世界上近乎 28 億人每個

月至少使用一次社群網路(SmartM, 2017)，它已經滲透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成為了生活

中的一部份。根據近幾年的報導指出，Facebook 的人口逐漸老化且讓人覺得毫無隱私，使

得年輕使用者漸漸遠離，並轉移到 Instagram、Twitter 上(Elvis, 2018)。Instagram 在 2016 年

推出全新的貼文格式 Stories 限時動態，可將過去 24 小時的照片與影片剪輯成一段可輕鬆

瀏覽的 10 秒短片，新的貼文格式也伴隨著新型的廣告格式誕生，而限時動態的廣告型態

與以往的廣告型態又會對使用者有怎麼樣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將針對此兩種不同廣告格式

的呈現方式探討使用者感受之差異。 

貳、 文獻探討 

一、 廣告的刺激性(Irritation) 
   在過去的研究中，廣告的刺激性被認為會導致廣告的效果降低。在促銷的情況下，消費

者如果收到很多無關的商業廣告或是對這些廣告資訊的控制性很低時，可能會讓他們感到

侵擾(Milne, Rohm, & Bahl, 2004)。根據 Ha (1996)以及 Li, Edwards, and Lee (2002)提出，廣

告的刺激性是當消費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其思維或過程被廣告所破壞的感受。因此，消費

者可能會對廣告產生負面態度。綜合上述，本研究提出假說： 
H1：廣告的刺激性對消費者的廣告態度有顯著影響。 

二、 廣告的可信性(Credibility) 
廣告可信性指的是消費者對於廣告中的資訊是否可信的感受，並且主要基於「消費者

對該特定廣告來源的信任與否」進行判斷(MacKenzie & Lutz, 1989)。廣告的可信性已被許

多研究證實是影響廣告效果以及廣告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說： 
H2：廣告的可信性會對消費者的廣告態度有顯著影響。 

三、 廣告態度與廣告格式 
廣告的格式隨著技術能力的提升，以及硬體設備的進步，使其呈現方式日新月異，這些

進步與改變也引起了許多研究者[Z1]的興趣。對於廣告商而言，會因為廣告格式的種類繁多

以及不夠瞭解，導致廣告投放的決策變得複雜(Burns & Lutz, 2006)，廣告的格式不斷推陳出

新，以至於在廣告的應用上都是不同的挑戰與嘗試，在許多研究中也試圖找出各種格式對

於消費者的感受有何不同。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說： 
H3：廣告格式會調節廣告刺激性對廣告態度的影響。 
H4：廣告格式會調節廣告可信性對廣告態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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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討新型態的廣告刺激性、廣告可信性對於廣告態度的影響，同時

考慮廣告格式的調節效果。研究採以情境為基礎的實驗法（scenario-based experiment）探討

變項間的因果關係，實驗腳本依據不同廣告格式分為兩個版本：「輪播廣告」以及「限時動

態廣告」，情境中的文章內容、順序皆為一致，受測者在點選網址鏈結時，將會被隨機導向

到一個情境之中進行測驗。 
刺激性量表來是以 Sinkovics, Pezderka, and Haghirian (2012)的刺激性量表作修改；可信

性量表是基於 MacKenzie and Lutz (1989)的廣告可信性量表做修改。而用於衡量消費者對廣

告的態度是以 Tsang, Ho, and Liang (2004)所發展之量表作為基礎進行衡量。所有的測量都

通過從「非常同意(5)」到「非常不同意(1)」的五點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進行評估。 

肆、 研究結果 
本研究的實驗設計總共收得 125 份，其中包括 3 份無效樣本。無效樣本的篩選是透過

受測者從未使用過 Instagram 來做決定，有效樣本比例約為 97.6%。 

一、 人口統計 
在研究調查中，受測者有 45(36.9%)名男性和 77(63.1%)名女性，而其中有 59.8%的受測

者為 21~25 歲，16~20 歲的受測者佔 17.2%。在所有受測者中有 59%的職業為學生（如表

2），並且有高達 95.9%的受測者使用行動裝置瀏覽 Instagram，大約 58.2%每天使用 Instagram
超過 5 次以上，超過 50%受測者平均每次使用 Instagram 的時間 10 分鐘以下，在一週內每

天都會使用 Instagram 的受測者更超過了 70%。 

二、 假設驗證與討論 
本研究經過以情境為基礎的實驗法得到的資料收集與處理，並且確定此實驗設計的可

信度及有效性後，接著利用 SPSS 線性迴歸分析進行假說驗證。分析結果顯示，整體迴歸模

型的 R2 為 0.273，顯示廣告的刺激性及可信性對於廣告態度的解釋力約為 27%，而分別針

對輪播及限時動態廣告所進行的迴歸分析結果則顯示，輪播廣告的廣告刺激性及可信性對

廣告態度的解釋力(R2=0.365)較限時動態廣告的解釋力高(R2=0.197)，顯示輪播廣告的刺激

性及可信性是影響廣告態度的重要因素，而限時動態廣告為較新型態的廣告格式，其廣告

態度的影響因素則可能包括其他未被本研究納入考量的因素。 
分析結果顯示，廣告刺激性對受測者廣告態度無顯著影響，因此，H1 未獲支持。此外，

分別檢視輪播廣告及限時動態廣告之刺激性對消費者廣告態度之影響，結果亦顯示刺激性

在輪播廣告以及限時動態廣告中對於受測者的廣告態度都是不顯著的(p>0.05)，因此，H3 未

獲支持。此外，廣告可信性對於受測者的廣告態度之影響達顯著差異(β=0.495, p<0.001)，因

此，H2 得到支持。此外，若分別檢測輪播及限時動態廣告態度之影響因素，結果發現可信

性對兩種廣告態度之形成皆有顯著影響（輪播廣告 β=0.485，p<0.001、限時動態廣告 β=0.481，
p<0.001），但此一影響並不因為不同廣告格式而有所差異，因此 H3 未獲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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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調查了使用者在瀏覽行動裝置上的社群媒體 Instagram 時，廣告刺激性、可信

性以及廣告態度之間的關係，以及不同廣告格式所造成之差異。本研究主要透過情境式實

驗法讓受測者融入情境中進行測驗，並選擇迴歸分析方法來分析不同廣告格式對於廣告態

度之影響。結果發現，刺激性在本研究中的發現都不顯著，這有別於過去許多關於刺激性

與廣告態度的研究，據此可以推測，新型態廣告投放在社群媒體中，並不是主要影響廣告

態度產生的因素。這樣的結果可以推測是因為精準行銷的演算法日趨進步，讓使用者看到

的廣告內容是熟悉的，可以大幅降低負面的廣告態度的產生。相較於刺激性，可信性對於

使用者形成的廣告態度在本研究中發現影響很大。在網路商店越來越多的情況下，使用者

對於來源與品牌的重視程度也越來越高。因此對於現今很多的使用者，雖然廣告的出現不

會像過去那樣的排斥，但是對於廣告的內容是越來越重視，其內容或品牌的可信性，更容

易影響到廣告態度的形成。此外，兩種廣告格式雖然都對於廣告態度產生影響，但本研究

發現廣告刺激性及可信性對廣告態度的解釋力對輪播廣告比限時動態廣告的解釋力高，有

可能因為限時動態為新型態的廣告格式，不僅是呈現方式，呈現內容也有很多種變化。因

此，使用者對於這樣的廣告格式，還是會反映出不同的感受，其廣告態度的影響因素可能

包括其他未被本研究納入考量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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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mobile devices have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lives of 

everyone. The dependence on social media has also gradually shifted to mobile devices. This 
change has enabled advertisers to invest their resources in online market. This study mainly 
discusses the effect of Instagram advertisement design on advertising attitudes. In this study, 
situation-based experimentation was used. A total of 122 vali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It is found 
that the credibility of advertising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user's advertising attitude. At the 
same time, it's also found that when users face a new type of advertisement format, there is a 
unclear advertising attitude. Such research findings will provide advertisers with a reference for 
developing advertising strategies. 

 
Keywords: Advertising irritation, advertising credibility, advertising formats, advertising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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