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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與目的:消費者對於飲食上訴求方便性食品，同時健康意識也逐漸受到重視，滿足消費者純正性需求能
夠對未來產品進行預測，且找出具有價值的顧客，對企業獲利來說更形重要。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家庭取代餐之
發展與應用、分析人口統計變項對家庭取代餐消費者純正性需求的差異、分析家庭取代餐消費者純正性需求與
顧客價值的關係、分析健康意識對家庭取代餐消費者純正性需求與顧客價值的調節作用。研究方法:本研究為橫
斷面研究，問卷調查採便利抽樣方式，共收集 468 位有效樣本，問卷包括基本資料、顧客價值量表、消費者純
正性需求量表、健康意識量表，以 SPSS 22.0 版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結果: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部分人口統計變
項在消費者純正性需求、健康意識、顧客價值均有顯著差異。Process 多元線性迴歸分析結果發現健康意識對消
費者純正性需求具有調節作用，而健康意識程度越高時，以品質承諾與口碑可信度、獲得代價高、繼承傳統與
風格維持、稀有性及神聖化具有顯著增強的調節效果。研究結論:消費者在購買家庭取代餐時，健康意識可以強
化純正性需求對顧客價值的影響，業者應開發滿足消費者純正性需求的家庭取代餐，並加強宣導健康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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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vation and purpose: Consumers are looking for convenience foods for dietary appeals, and health consciousness is
gradually gaining importance. Meeting the consumer's need for authenticity can predict future products, and finding valuable
customers is more important for corporate profit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home meal replacement,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in demographic variables of consum er need for authenticity for home meal
replacement,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sumer need for authenticity of home meal replacement and customer
value, analyze the moderation effect of health consciousness between the consumer need for auth enticity of home meal
replacement and customer value. Research method:This study i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venient sampling. A total of 468 valid samples are collected. The questionnaire includes basic information, custome r value
scale, the consumer need for authenticity scale, and health consciousness scale. Data analysis is conducted with SPSS 22.0.
Research result: ANOVA results showed that some demographic variables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onsumer need for
authenticity, health consciousness, and customer value. Process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found that health consciousness
has a moderation effect on the consumer's need for authenticity, and as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health consciousness, quality
commitment and word-of-mouth credibility, high acquisition cost, inheritance tradition and style persistence, scarceness, and
sacredness have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moderation effect. Analysis conclusion:When consumers buy a home meal
replacement, health consciousness can enhance the impact of consumer need for authenticity on customer value. The industry
should develop a home meal replacement that meets the consumer's need for authenticity.
Keywords：Health Depreciation, Mortality Risk,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Elderly Intergreated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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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經濟快速成長，生活型態改變，國人對於生
活飲食上更加訴求方便性精緻化之食品，因而促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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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的活動，顧客將是企業中最重要的資產之一，企業
應將銷售的重心放在和最有價值的顧客建立長期關係，
因此找出具有價值的顧客，對企業的獲利來說更形重
要(黃宇彤、陳罡熙，2009)。

庭取代餐(Home Meal Replacement, HMR)產業的興起

由於目前國人對於 HMR 的觀念並不普及，但其實

(吳婉祺等，2010)，根據經濟部技術處(2018)資料顯示，

消費者在日常生活中已實際利用「家庭取代餐」而不

2017 年臺灣冷 凍 食品 產 值占 整 體食 品 產值 比 重的

自知(徐韻淑，2007)，且目前學術界的討論多著墨於純

11.4%，總產值為 700 億元。HMR 的產品開發通常面

正性的類型與構成要素，極少實際討論消費者純正性

向市場需求（即消費者需求），因此消費者的觀點是

需要(馬友薏、廖淑伶，2017)。因此本研究想瞭解消費

HMR 未 來 進 展 的 重 要 方 向 (Muhamad and Karim,

者對 HMR 的認知，以及在選購 HMR 時，對於產品純

2015)。

正性的考量為何，而健康意識與人口變項等因素，是

Leigh(2006)提出純正性是一種搜尋真實自我的表

否會影響消費者購買 HMR 之行為，進而了解顧客價值。

現形式，行銷學者們注意到純正性越來越重要，而對

研究目的為(1)探討家庭取代餐之發展與應用；(2)分析

消費者而言，純正性是當代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

人口統計變項對家庭取代餐消費者純正性需求的差異；

現今國內外市場出現許多願意付出較多的金錢或時間

(3)分析家庭取代餐消費者純正性需求與顧客價值的關

獲取心目中「真正的產品」的消費者，即純正性產品，

係；(4)健康意識對家庭取代餐消費者純正性需求與顧

因此瞭解消費者的心理因素與想法，並滿足消費者純

客價值的調節作用。

正性需求，才能夠為未來上市產品的販售情形進行觀
察與預測 (馬友薏、廖淑伶，2017；魏玉萍、李哲維，

文獻探討

2011）
。
健康意識是個人對於健康自我認知的一種心理狀

家庭取代餐發展與應用

態，包含對健康的警覺性、參與健康行為和健康行為
的自我監測等(陳敏郎，2015)。會購買有機產品的消費

家庭取代餐的定義

者，更加意識到食物攝取會影響他們的健康，因此願

HMR 即是一種在外購買餐食以解決在家烹煮餐

意選擇健康的食物，以改善他們的健康(Michaelidou

食之行為，減少家庭備餐過程中所耗費的時間和工作

2008)。臺灣自 1993 年邁入高齡化，2016

量 (Costa et al., 2001)，具有蛋白質、醣類及蔬菜來源

年 8 月底老年人口已達 12.9%，預計 2026 年老年人口

成份之預先調配的餐食，以單一或多種組合於同一容

將超過 20%，進入超高齡社會(張家臻等，2016)，而

器(陳琪婷、張惠玲，2009)，其取代了傳統從原始食材

2019 年 6 月底，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合計 351 萬人，占

開始烹飪的方式，讓消費者買回去能直接食用，或以

總人口 14.9%，邁入高齡社會(內政部統計處，2019)，

最少準備步驟與時間即可食用的輕鬆方便省時的調理

因此在高齡者的飲食型態、營養狀況需更加注重(張家

食品(吳婉祺等，2010)，包括外送服務、由商店購買帶

臻等，2016)。現今人口高齡化現象日趨嚴重，老年人

回或在商店購買然後儲存在家中，這種選擇便利餐食

的營養狀況逐漸受到重視，而中年時期是健康的轉捩

的方式與商品供應的過程皆屬於家庭取代餐的範圍(魏

點，有許多的慢性病會在中年階段時出現(洪忠新等，

玉萍、李哲維，2011)；而在美國，將 HMR 定義成高

2006)，根據衛福部國健署(2019)統計，2015 年至 2018

品質、價格合理，且可以在家中煮熟的預煮食品，除

年期間，18 歲以上國人三高盛行率以高血壓(25.06%)

一 般 快 餐 之 外 的 方 便 食 品 都 稱 為 HMR (Jo et al.,

患病比率最高，之後依序為高血脂(21.76%)、高血糖

2014)。

and Hassan,

(9.1%)，因此不管是哪個年齡層，健康的飲食皆可降低
慢性病及代謝症候群的患病率（劉耀中等，2012）
。

家庭取代餐的分類

近年來，部分民眾也開始追求一種樂活(LOHAS)

依據食品加熱程度、烹煮過程之便利性以及食物

的生活型態，許多業者逐漸重視樂活趨勢，若是健康

保存的期限，將 HMR 產品分為，已經過完全烹調的食

飲食業者在此方面多做行銷，此商機會有無限可能(吳

品 ， 消 費 者 購 買 後 即 可 食 用 的 即 食 餐 (Ready to

正雄，2012)。此外，目前顧客價值漸漸詮釋了傳統行

Eat,RTE)、食用前僅需用短時間加熱即可食用的調理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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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品為即熱餐(Ready to Heat,RTH)、買回家後須經烹煮過

受自己與族群之間產生連結與歸屬(馬友薏、廖淑伶，

後才能食用的為即煮餐(Ready to Cook,RTC)、最後仍需

2017)。

要 充 分 的 加 熱 的 調 理 食 品 為 即 可 調 理 餐 (Ready to
End-Cook,RTEC)及生鮮、冷藏包裝食品為易腐菜餚
(specialty-perishables,SP)五類(吳婉祺等，2010；徐韻淑，
2007；魏玉萍、李哲維，2011)。

消費者純正性需求的消費動機
Leigh(2006)提出純正性是一種搜尋真實自我的表
現形式，行銷學者們注意到純正性越來越重要。根據
馬友薏、廖淑伶(2017)文獻指出，當代社會中有許多消

家庭取代餐的發展與市場分析

費者透過消費行為滿足個人純正性需要，他們購買純

目前國人對於 HMR 的觀念並不普及，但其實消費

正性產品時，會依據個人的產品知識與經驗，衡量產

者在日常生活中已實際利用「家庭取代餐」而不自知，

品的各項要素，如：名稱、組成成分、特色描述、外

如:便利商店御飯糰和微波食品等，甚至於連鎖餐廳所

觀包裝，及購買產品的地點與使用情境，判斷產品的

提供的簡餐調理包，早餐店的蛋餅、蘿蔔糕、煎餃，

純正性程度，藉由擁有產品的純正性屬性反映個人追

都是屬於家庭取代餐的範疇(王正明，1999)。HMR 的

求原創與真實的特色，而將純正性消費者消費動機整

產品開發通常面向市場需求（即消費者需求）
，因此消

理如表 1。

費者的觀點是 HMR 未來進展的重要方向(Muhamad
and Karim, 2015)。
近期 HMR 更在食品行業迅速增長，由於社會經濟
的成長，忙碌的生活方式，HMR 已成為許多人的餐飲

表 1 純正性消費者消費動機
產品性消費之動機
(高純正性需求)

解決方式(Muhamad and Karim, 2015)，社會與經濟的變
遷使人們在準備餐食時越來越考慮便利的因素(魏玉萍、
李哲維，2011)，同時由於人口結構與組織的改變，其
中包括女性就業增加、單身人口及小家庭增加以及追

個人性消費之動機
(高純正性需求)

這項動機產生純正性需要的
消費者多購買具有產品性利
益特徵的純正性產品。
消費者因為個人興趣或嗜
好，會渴望得到純正性需要的
滿足。
若有特殊使用情境，如高度品

求便利性等(耿凱平等，2009)，而 HMR 解決了消費者
缺乏時間、技能和準備食物的時間壓力(魏玉萍、李哲

情境性消費之動機

質要求、高單價產品、送禮，

維，2011)。

(低純正性需求)

或產品為長期或高頻率使
用，就會產生純正性需要。

消費者純正性需求
消費者純正性需求的定義
消費者純正性需求(consumer need for authenticity)

資料來源:馬友薏、廖淑伶（2017）。「消費者純正
性需要概念建構與量表建置之研究」
。管理學報，34
（4）
，467-496。

是指國內外市場出現許多渴望滿足純正性需要的消費

品牌有著傳達食品健康益處的重要作用，在以健

者，他們願意付出較多的金錢或時間獲取心目中「真

康食品為特色的快餐店廣告中，更多品牌承諾的廣告，

正的產品」
，即為純正性產品，然而這些消費者進行消

消費者將表現出更大的購買意願(Choi and Reid, 2018)。

費決策時，不同於過往重視價格優惠或是產品表徵，

一個品牌如果在其產品類別中被穩固接受，顧客在心

轉而重視個人存在意義與價值，將之視為快樂的來源

理上將產生渴望維持與一品牌間的關係(蔡蘋，2016)，

(馬友薏、廖淑伶，2017)。且消費者對於自身不易獲得

而周冠妏(2008)也提出產品的品牌來源國對品牌態度

並且為他人所擁有的商品，會有比較高的評價和較熱

與購買意願有顯著影響。追求純正性需要的消費者多

切的渴望，故稀有性訴求已成為行銷策略用於影響消

認為當前許多廠商過度利用商業包裝，令他們無法感

費者決策過程之重要工具(蘇惠香，2015)。而根據《牛

受到真誠，也因此不願意信任廠商、與之建立長久的

津》與《韋氏》辭典，純正性是一種令人感覺真實的

顧客關係，故建議廠商需要維持產品的品質與口碑能

特性，有威信、合法來源依據、可以信任、多數人認

名副其實，讓消費者感受到製作產品的用心與誠實，

可，是一種令人感覺能放心擁有的心理感受，並能感

才能吸引該類消費者的長久購買，因此純正性產品可
視為消費者對某項產品的個人評斷結果，當該產品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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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消費者的評估標準，則會購買此產品滿足純正性需

多的健康問題，包含體重減輕、憂鬱傾向、急性認知

要(馬友薏、廖淑伶，2017)。

功能障礙或認知衰退、骨質疏鬆或是肌少症(蔡宗達等，

健康意識與飲食行為
健康意識
健康意識(health consciousness)是個人對於健康自
我認知的一種心理狀態，包含對健康的警覺性、參與
健康行為和健康行為的自我監測等，或是指個人為維
護自身健康而預先會注意的保健知識和理念，而根據
研究顯示，自覺健康狀況與飲食行為之間有明顯的相
關(陳敏郎，2015)。健康意識和生活方式之間相關聯，
研究結果顯示會閱讀食品標籤的人，生活上更注重健
康，並且會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Kempen et al., 2012)。
健康意識促進了消費者對有機食品的購買意圖
(Mai and Hoffmann, 2012)，其被認為是消費者購買有機

2017)，飲食上建議減少飽和脂肪酸、膽固醇以及高糖
分的攝取型態，且要注意鈉的攝取，並以水代替飲料(粟
馨瑩等，2015)，且應提供最易缺乏的營養素，如:具有
抗氧化成分之植化素、鈣、鎂與鋅等礦物質豐富的食
材，食材種類應多樣化、易消化吸收與吞嚥、注意色
香味的調配，在吃的營養均衡同時，也不放棄高齡者
喜愛的食物，保有良好的身心狀況與生活品質(謝惠瑉
等，2016)。此外，根據陳敏郎(2015)文獻指出，民眾
的健康意識、生活型態及健康飲食行為的認知，均會
因為「年齡」
、
「職業」
、
「婚姻」及「每月可支配所得」
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因此我們可由這些因素了解民
眾對於健康的認知。

顧客價值

食品的主要因素之一(Yadav and Pathak, 2016)，因此增
強健康意識顯得更為重要。Smith and Paladino(2010)提

顧客價值分析

出有一些消費者願意為有機產品支付更多的價格，而

近年來，顧客價值(customer value)已重新詮釋了傳

Paul and Rana (2012)也提出消費者認為有機食品價格

統行銷的活動，顧客將是企業中最重要的資產之一，

昂貴，但同時他們願意為健康支付更高的價格。且此

企業應將銷售的重心放在和最有價值的顧客建立長期

類消費者傾向於購買高品質、營養、健康或功能性食

關係，並將能為公司帶來長久利潤，因此找出具有價

品，避免食品添加物或防腐劑(郭石玲、李明聰，2016)。

值的顧客，對企業的獲利來說更形重要(黃宇彤、陳罡

因此會購買有機產品的消費者，能更加意識到食物攝

熙，2009)。而蘇柏全等 (2006)指出，顧客價值是在一

取會影響健康，所以願意選擇健康的食物，改善健康

段時間之內，企業可能從個別客戶獲得的利潤淨現值，

(Michaelidou and Hassan, 2008)。

因此可將顧客視為公司的重要資產。而 Hosseini and

健康的飲食行為

Albadvi (2010)研究指出可以從當前價值、潛在價值和
客戶忠誠度評估顧客價值。顧客價值的增加有助於維

不健康的飲食行為會增加罹患慢性疾病及代謝症

持服務公司與其客戶之間的長期關係，維持長期客戶

候群的機率，因此介入健康措施，能夠有效的改變其

關係和提升客戶忠誠度相關(袁劍雲等，2013)，消費者

健康飲食行為(Orji and Mandryk, 2014)，而定時用餐、

在選擇商品或服務時，可能同時從功能價值、社會價

注意營養標示與熱量，以營養健康原則選擇食物等飲

值、情感價值、嘗新價值，及情境價值等不同價值面

食行為選擇，被視為是有助於身體健康的「正向飲食

向進行消費，因此顧客價值則是影響消費者行為選擇

行為」(陳敏郎，2015)。而中年時期是健康的轉捩點，

的基本原因(張瑞琇、江睿盈，2017)。

有許多的慢性病會在中年階段時出現(劉耀中等，2012)，
透過良好的飲食控制，能降低罹患慢性疾病及代謝症
候群的機率(粟馨瑩等，2015)。

RFM 分析模型
RFM 分析模型早期主要被用於直接行銷領域的客

在高齡者部分，適當的飲食營養會促進高齡者身

戶分類。但在模型不斷豐富發展下，目前更被常用來

心健康、減緩老化現象、預防慢性病和改善生活品質(王

監測客戶消費行為異動，做為防範客戶流失的方法(黃

冠今等，2010）
，高齡者因為健康狀況和身體機能的限

宇彤、陳罡熙，2009)。且 RFM 是應用非常廣泛的消

制會使得營養不良的風險增加，例如日常生活中自理

費行為分析技術，可以簡單、快速的分析公司的顧客，

能力減弱，造成取得食物，甚至是食入食物的困難，

進而達到增加顧客回應率、降低訂購成本和獲得利潤

長期會導致高齡者營養不良，而營養不良本身造成許

三種好處(許雅涵等，2011)。RFM 分析模型普遍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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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界的重視，並常被廣泛地應用於顧客價值分析(林

因此本研究推論具有消費者純正性需求的家庭取

郁翔、劉傑滔，2016)，國內外許多學者也分別在不同

代餐產品，會對於消費者產生顧客價值，故本研究提

的假設及定義下提出了顧客價值的計算公式，其中有

出假設如下:

研究提出之 RFM 顧客價值分析模型是利用三種指標:
最近購買日(Recency)、購買頻率(Frequency) 及購買金

H1:消費者對於家庭取代餐的「消費者純正性需求」
在「顧客價值」上有顯著正向影響。

額(Monetary)來分析顧客價值(黃宇彤、陳罡熙，2009)，

現今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越來越重視產品的製

最近購買日指顧客最近一次的購買日期，若此數值越

造產地標示(許欣萍、黃仁宏，2012)，黃聖茹、陳語婷

小，代表距離消費日越近，亦表示顧客與企業的往來

(2011)更提到產品來源國對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呈現正

較為密切，購買頻率和購買金額，則指顧客於一段期

向影響關係，來源國形象會影響消費者對產品的知覺

間內的來店購買次數和消費金額(林郁翔、劉傑滔，

和評價，進而影響購買行為及意願。而產品品質口碑

2016)，因此我們選擇使用 RFM 分析模型分析顧客價

也同樣影響消費者對品牌的形象及購買意願(王淑婷，

值。

2005)。以健康食品為特色的快餐店廣告中，更多品牌
承諾的廣告，消費者將表現出更大的購買意願(Choi
and Reid, 2018)，且此類消費者會願意為了健康支付更

研究方法

高的價格，購買較昂貴的有機食品(Paul and Rana,

研究架構

2012)。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討家庭取代餐消費者純正性
需求與顧客價值間的關係，以健康意識作為調節變項，
研究其介入後效果。收集文獻整理後，將原創性、品
質承諾與口碑可信度、獲得代價高、繼承傳統與風格
維持、稀有性、純粹性及神聖化作為自變項，顧客價
值為依變項，健康意識為調節變項，期望影響家庭取

由此可知注重健康的消費者，對於產地標示、品
牌口碑，且品質良好的產品，願意為了健康付出更多
的代價獲得。因此本研究推論注重健康意識的消費者，
會對於具有原創性、品質承諾與口碑可信度、獲得代
價高的家庭取代餐產品產生顧客價值，因此本研究提
出假設如下:
H2-1:「健康意識」對於「原創性」與「顧客價值」

代餐消費者之顧客價值，如圖 1。

關係上有顯著增強的調節效果。
H2-2:「健康意識」對於「品質承諾與口碑可信度」

健康意識

與「顧客價值」關係上有顯著增強的調節效果。
H2-1~H2原創性

H2-3:「健康意識」對於「獲得代價高」與「顧客
價值」關係上有顯著增強的調節效果。

品質承諾與口碑可信度

H1

獲得代價高

顧客價值

消費者對品牌產生情感品牌依附時，更能激發消
費者的購買行為(李可立，2014)，且當消費者自身不易

繼承傳統與風格維持

獲得，並且他人所擁有商品時，會有更高的評價及渴

稀有性

望，故稀有性訴求也變成行銷策略中影響消費者決策

純粹性

過程重要工具(蘇惠香，2015)。周佳蓉、陳國勝(2010)

神聖化

文獻中提到，消費者會對食品添加物造成身體上的負
擔及副作用感到憂心，因此會在購買食品前儘可能排
圖 1 研究架構

除買到含有食品添加物產品的心態。且富有傳統特徵
的商品會使消費者將這些產品視為較簡單、天然和純

馬友薏、廖淑伶(2017)文獻中提出消費者會期望透

淨的(Fernández-Ferrín et al., 2018)，因此營養標示及傳

過消費純正性產品，滿足個人的純正性需要，因此當

統特徵會正向影響消費者購買意願(吳佩紋，2012)，郭

產品滿足消費者的評估標準，他們會願意付出較多的

文清、林瑩昭(2016)也提出當消費者無法確知食品品質

金錢或時間獲取心目中「真正的產品」
。

時，營養標示將會成為消費者選購的重要指標，此外

2021

T.-H. Su, Y.-N. Shihm

若消費者對健康重視程度高，更促使其注重營養標
示。

D.-J. Gao and S.-Y.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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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5:「健康意識」對於「稀有性」與「顧客價值」
關係上有顯著增強的調節效果。

由此可知消費者，對於無添加物、傳統特徵、對
產品有個人情感偏好，或稀有產品時，會願意支付更
多代價獲得。因此本研究推論注重健康意識的消費者，
會對於具有繼承傳統與風格維持、稀有性、純粹性、
神聖化的家庭取代餐產品產生顧客價值，因此本研究
提出假設如下:
H2-4:「健康意識」對於「繼承傳統與風格維持」

H2-6:「健康意識」對於「純粹性」與「顧客價值」
關係上有顯著增強的調節效果。
H2-7:「健康意識」對於「神聖化」與「顧客價值」
關係上有顯著增強的調節效果。

操作性定義
將本研究操作性定義整理如表 2。

與「顧客價值」關係上有顯著增強的調節效果。
表 2
變項

操作性定義

操作性定義

家庭取代餐
健康意識
純正性需求
原創性
品質承諾與
口碑可信度
獲得代價高
繼承傳統與
風格維持

參考文獻

一種家庭外進行製作家庭內消費的飲食解決方案，意指可以在家中煮

(耿凱平等，2009）
；(Jo et

熟的預煮食品，就是除一般快餐之外的方便食品都稱家庭取代餐。

al., 2014)

是個人對於健康自我認知的一種心理狀態，包含對健康的警覺性、參

(陳敏郎，2015)

與健康行為和健康行為的自我監測。
重視個人存在意義與價值，願意付出較多金錢或時間獲取心目中真正

(馬友薏、廖淑伶，2017)

的產品的消費者。
具獨有創意，且此產品須來自於原產地或知名產地。
經大多數消費者使用，具有消費者口碑及良好品質。
需花較長的製作或搜尋時間，且需付出較高的價格才能獲得。

(馬友薏、廖淑伶，2017)
(馬友薏、廖淑伶，2017)

(馬友薏、廖淑伶，2017)
(馬友薏、廖淑伶，2017)

反映一種堅持、不會隨俗改變的精神。

稀有性

購買機會稀少或擁有獨特製作配方，使獲得該產品的機會較稀有。

(馬友薏、廖淑伶，2017)

純粹性

不含雜質或是廠商專精單一的特性。

(馬友薏、廖淑伶，2017)

神聖化

因個人高度情感偏好，不被輕易的取代。

(馬友薏、廖淑伶，2017)

在一段時間之內，企業可能從個別客戶獲得的利潤淨現值，而利用三

(黃宇彤、陳罡熙，2009)

顧客價值

種 指 標 : 最 近 購 買 日 (Recency) 、 購 買 頻 率 (Frequency) 及 購 買 金 額
(Monetary)來分析顧客價值。

研究對象

單系統中，問卷所有題項將設定為必填，以確保受測
者提交格式無誤，第二部分採用紙本問卷調查於高雄

本研究蒐集相關文獻及量表加以統整，資料收集

都會公園民眾(38 份)及輔英科技大學師生(34 份)，問卷

為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對象依年齡分為 25~34 歲、35~44

調查方式藉由對受訪者進行一對一的問卷訪問，由訪

歲、45~54 歲、55~64 歲及 65 歲以上，且使用過家庭

員親自陳述問卷題項，並請受訪者依其實際狀況以自

取代餐者，對象必須意識清楚，並能夠配合問卷填寫，

我報告方式回答，由訪員填寫答案並直接回收問卷。

主要分為網路、紙本問卷兩部分進行調查，第一部份

本研究共回收 517 份問卷，有效問卷為 468 份，回收

研究者主要利用網路問卷發放給南部地區符合年齡的

率佔 90.5%，調查期間為民國 107 年 8 月至 107 年 12

親朋好友(445 份)，將結構式問卷嵌入於 GOOGLE 電

月，並另外訪問三位 55 歲以上長輩，針對問卷題項，

子表單，並輸出成網址，利用網路資源傳送至符合條

檢定內容效度。

件之對象，受訪者填寫完畢後，問卷將自動存放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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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研究工具
問卷設計
問卷主要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過去食用家庭
取代餐經驗題項；第二部分為基本資料題項共 10 題；

研究結果
基本資料分析
受訪者之基本資料顯示，性別方面，女性約占

第三部分為「顧客價值」共 5 題，題項則是參考黃宇
彤、陳罡熙(2009)文獻提出的 RFM 模型三種指標；第

March

52.6%，男性約占 47.4%；年齡以 45~54 歲居多占 30.3%，

四部分為「消費者純粹性需求」
，參考馬友薏、廖淑伶

其次以 25~34 歲占 26.5%；婚姻狀況以已婚占多數為

(2017)所編製的消費者純粹性需求量表，共 29 題，題

68.4%，其次為未婚占 28.6%；教育程度以大專(學)為

項層面包含原創性(共 4 題)、品質承諾與口碑可信度(共
5 題)、獲得代價高(共 4 題)、繼承傳統與風格維持(共 5

最多占 57.9%，其次為高中職以下占 23.3%；宗教以道
教居多占 34.6%，其次為其他占 31.4%；月薪所得多數

題)、稀有性(共 3 題)、純粹性(共 4 題)、神聖化(共 4

為 30,000 以下占 36.5%，其次為 30,001~50,000 占 31%；

題)；第五部分為「健康意識與飲食行為」
，題項則參考

每月可支配所得，以 10,000 以下占多數為 29.9%，其

陳敏郎(2015)所編製的健康意識、生活型態及飲食行為

次為 10,001~20,000 占 29.3%；職業多數以服務業占

量表，共 14 題，分為健康意識(共 6 題)、健康的飲食

31.6%，其次為其他占 24.4%；家庭結構以配偶及子女

行為(共 8 題)。第四及第五部分皆為李克特量表，採用
結構性封閉式題型，並依序勾選「非常同意」
、
「同意」、

同住占多數為 51.3%，其次為其他占 20.1%。受訪者之
基本資料見表 3。
顧客價值中，最近購買時間以一周內占多數

「無意見」
、
「不同意」
、
「非常不同意」
，分別給予 5 分
至 1 分計分進行統計，越表示同意的計量分數越高，

(37.0%)；最近購買金額多數為 101~200 元(39.7%)；平

依照題項作答，來了解受測者對於自我健康、飲食行

均購買金額多數為 101~200 元 (42.1%)；購買頻率以

為的認知，由於本次研究並不討論受測者的生活型態，

1~5 次居多(73.3%)；且超過一半的消費者都同意介紹

因此未列入問卷題項。

朋友購買家庭取代餐(66.5%)。詳見表 3。
表 3

資料分析

受訪者之基本資料

問項

人數

男

222

47.4

α=0.05。健康意識調節作用分析中，參考 Andrew (2011)

女

246

52.6

提出的軟體進行線性迴歸分析，Process 分析結果可以

25~34 歲

124

26.5

針對調節變項進行完整的討論。因此本研究以運用

35~44 歲

84

17.9

45~54 歲

142

30.3

55~64 歲

75

16.0

65 歲以上

43

未婚

134

28.6

已婚

320

68.4

其他

14

3.0

高中職以下

109

23.3

大專(學)

271

57.9

研究所以上

88

18.8

本研究以 SPSS 22.0 (SPSS Inc.,IBM)for Windows
套裝軟體進行資料建檔與分析，統計顯著水準設為

Process 軟體分析調節作用關係中選用。而分析資料之

性別

年齡

統計方法如下:
(1)以次數分配表與百分比方式分析受測者人口、
種類、特性。
(2)以信效度分析了解消費者對家庭取代餐之純正
性需求與顧客價值，並能夠具有較佳的解釋能力，建

婚 姻 狀
況

立良好的效度。
(3)以單因子變異數(ANOVA)分析不同人口、種類、
特性對於家庭取代餐消費者純正性需求的影響，並以
bonferroni 法進行事後比較，顯著水準訂為 α=0.05。
(4)以 Process 進行多元線性迴歸，分析健康意識調
節作用與自變項消費者純正性需求對依變項顧客價值
的影響，並檢測有無顯著調節效果。

教 育 程
度

百分比(%)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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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之基本資料(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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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之基本資料(續)

問項

人數

百分比(%)

問項

人數

百分比(%)

佛教

128

27.4

1~5

343

73.3

基督教

31

6.6

6~10

60

12.8

道教

162

34.6

11~15

22

4.7

其他

147

31.4

16 次以上

22

4.7

30,000 以下

171

36.5

不會購買

21

4.5

月 薪 所

30,001~50,000

145

31.0

是 否 介

同意

311

66.5

得

50,001~70,000

78

16.7

紹 朋 友

不同意

157

33.5

宗教

每 月 可
支 配 所
得

職業

家 庭 結
構

購 買 頻
率

購買

70,001 以上

74

15.8

10,000 以下

140

29.9

10,001~20,000

137

29.3

20,001~30,000

65

13.9

口碑可信度平均值為最高(4.27)，其次為純粹性(4.2)，

30,001 以上

126

26.9

第三為原創性(4.06)，消費者純正性需求各構面資料表

軍公教

96

20.5

見表 4。

服務業

148

31.6

製造業

50

10.7

家管

60

12.8

構面

平均值

排序

其他

114

24.4

原創性

4.06

3

獨居

49

10.5

品質承諾與口碑可信度

4.27

1

配偶同住

85

18.2

獲得代價高

3.96

5

繼承傳統與風格維持

3.93

6

240

51.3

稀有性

3.70

7

94

20.1

純粹性

4.20

2

神聖化

4.05

4

配偶及子女同
住
其他

顧客價值

消費者純正性需求構面分析
消費者純正性需求構面資料顯示，以品質承諾與

表 4

消費者純正性需求構面

一週內

173

37.0

最 近 購

兩週

94

20.1

1.內容效度

買時間

三週

53

11.3

訪問三位 55 歲以上長輩，針對問卷題項，檢定內

四週以上

148

31.6

容效度，確認本研究問卷關於消費者純正性需求之內

1~100

77

16.5

容適合性是否足夠。

101~200

186

39.7

2.信效度分析

201~300

79

16.9

本研究採用 Cronbach’s α 係數來檢定消費者純正

301~400

53

11.3

性需求、健康意識與飲食行為量表各構面的信度水準，

401 以上

73

15.6

須達 0.7 以上的一致性信度，因素負荷量理想則須達到

1~100

83

17.7

0.8 以上。

101~200

197

42.1

201~300

80

17.1

301~400

53

11.3

401 以上

55

11.8

上 次 購
買金額

平 均 購
買金額

信效度分析

「消費者純正性需求」題項及「健康意識與飲食
行為」題項採驗證性因素分析，共分為八個構面，詳
見表 5，在「原創性」的 4 個題項中，刪除題項 1(因為
原產地是一項產品的創始地，所以我感覺由原產地生
產的產品品質比較好)其 α 值從 0.702 增加至 0.829，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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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題後，其餘的 3 個題項，因素負荷量最低值為 0.849，

解釋變異量為 75.28%，顯示各構面信度皆有一致性

解釋變異量為 74.57%。

(>0.7)及良好的因素負荷量(>0.8)。

「品質承諾與口碑可信度」共 5 個題項，α 值=0.909，

「健康意識與飲食行為」原為 14 個題項，其中題

因素負荷量最低值為 0.777，解釋變異量為 73.75%；
「獲

項 8(我會吃甜食或零食)、題項 9(我吃東西時會細嚼慢

得代價高」共 4 個題項 α 值=0.928，因素負荷量最低

嚥)、題項 10(我常喝汽水、可樂、含糖飲料)、題項 11(我

值為 0.887，解釋變異量為 82.18%；
「繼承傳統與風格

會吃油炸或含油高的食物)及題項 14 (我會吃宵夜)，此

維持」共 5 個題項 α 值=0.909，因素負荷量最低值為

5 個題項的因素負荷量小於 0.6，故予以刪減，其餘 9

0.800，解釋變異量為 73.48%；
「稀有性」共 3 個題項 α

個題項 α 值=0.892，因素負荷量最低值為 0.605，解釋

值=0.831，因素負荷量最低值為 0.805，解釋變異量為

變異量為 56.5.%，顯示各構面信度皆有一致性(>0.7)及

74.73%；
「純粹性」共 4 個題項 α 值=0.907，因素負荷

可被接受的因素負荷量 (>0.6)。

量最低值為 0.850，解釋變異量為 78.29%；
「神聖化」
共 4 個題項 α 值=0.890，因素負荷量最低值為 0.851，
表 5
構面

原創性

品 質 承
諾 與 口
碑 可 信
度

獲 得 代
價高

稀有性

純粹性

消費者純正性需求與健康意識問卷信效度分析

題目
我認為在原產地生產的產品比較具有當地原有的特色。
我感覺來自發源地的產品會比從發源地學習製作方法、再到其他
地方製作出來的產品好。
對我而言購買來自原產地的產品，可以降低買到劣質品的可能。
我喜歡品質好又具有能代表同類產品特色的產品。
我喜歡購買被大家公認為同類產品中最具獨創特色和品質良好的
產品。
我喜歡品質良好且廣為大家接受的創始產品。
我喜歡從創始到現在的品質都廣為大家認同的產品。
對於沒用過的產品，我會參考大家的意見來判斷它是否為同類產
品中的代表性產品。
我通常願付比較高的價錢購買來自知名產地且品質好的產品。

因素

變 異 量

Cronbach

負荷量

(%)

Alpha 值

74.57

0.829

73.75

0.909

82.18

0.928

74.73

0.831

78.29

0.907

0.875
0.867
0.849
0.910
0.877
0.872
0.853
0.777
0.934

我通常願付比較高的價格購買原創特色與品質都得到大家認同的
產品。

0.903

我通常願付較高的價錢購買同類產品中品牌知名度和接受度高的
產品。

0.901

只要產品擁有獨創的品牌特色和品質保證，我就願意多付一些錢
購買。
因為某些有獨創特色的產品是錯過機會就很難再買到，所以只要
有機會我就會盡力買到它。
當我在國外看到台灣買不到的地方特色產品，我會因為平常很難
買得到而購買。
因為某些有獨創特色的產品的材料很稀少，所以在配方用盡前，
我會盡力購買這些產品。
我喜歡製作原料不含其它添加物的產品。
對我而言，製作成份無添加物且品質好的產品，它的質感就是和
其他同類產品不一樣。
我願意付較高的價錢購買成份無添加物的產品。
我喜歡有品牌來保證其成份不含添加物的產品。

0.887
0.912
0.873
0.805

0.915
0.905
0.868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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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純正性需求與健康意識問卷信效度分析(續)
因素
負荷量

構面

題目

神聖化

對我而言，只要是具有保存價值的產品，我就會買正版的產品來
維持產品在我心目中的保存價值。
即使我買了很相似的替代品，來代替我喜歡但買不起的特色產
品，我仍然認為這替代品無法完全滿足我要的品質與特色。
對我而言具有保存價值的產品，我感覺仿冒品的使用效果就是比
不上正版產品。
對我而言，某些產品的成分特別到一旦有所改變，即使是用相似
的成分，它都不再是我心目中原來的產品了。

健 康 意
識 與 飲
食行為

61

Cronbach
Alpha 值

75.28

0.890

56.53

0.892

0.884
0.883
0.855
0.851

我會注意自己的健康。

0.875

我非常在乎自己的健康

0.874

我會定期注意有關健康的訊息。

0.845

我會警覺到我在健康上的改變。

0.794

我會認為健康是自己的責任。

0.772

我對於自己目前健康狀況感到滿意。

0.667

我會定時吃三餐。

0.648

我每天吃蔬菜。

0.620

我每天吃水果。

0.605

不同人口變項的影響

變 異 量
(%)

康意識」F 值為 5.648 (P 值=0.00)有顯著差異，所得高
的族群比所得低的族群其感受程度較高; 消費者的可

主要探討人口變項對消費者純正性需求(原創性、

支配月薪所得在「原創性」F 值為 4.430 (P 值=0.00)、
「品

品質承諾與口碑可信度、獲得代價高、繼承傳統與風

質承諾與口碑可信度」F 值為 5.480 (P 值=0.02)、
「獲得

格維持、稀有性、純粹性、神聖化)與健康意識及顧客

代價高」F 值為 9.067 (P 值=0.00)、
「顧客價值」F 值為

價值，是否存在顯著差異，結果如表 6。

7.153 (P 值=0.00)及
「健康意識」
F 值為 3.973 (P 值=0.00)

消費者年齡在「品質承諾與口碑可信度」F 值為

有顯著作用，可支配所得高的族群感受度比可支配所

3.308 (P 值=0.01)、
「純粹性」F 值為 5.078 (P 值=0.01)

得低的族群高；家庭結構在「原創性」F 值為 4.623 (P

及「健康意識」F 值為 12.405 (P 值=0.00)有顯著差異，

值=0.00)、
「品質承諾與口碑可信度」F 值為 5.072 (P

年齡較大的族群比年齡小的族群，對此三項的感受較

值=0.00)、
「獲得代價高」F 值為 3.624 (P 值=0.01)、
「繼

高;婚姻狀況在「原創性」F 值為 4.689 (P 值=0.01)、
「品

承傳統與風格維持」F 值為 3.005 (P 值=0.03)、
「純粹性」

質承諾與口碑可信度」F 值為 3.601 (P 值=0.02)、
「獲得

F 值為 4.459 (P 值=0.00)、
「顧客價值」F 值為 6.313 (P

代價高」F 值為 6.092 (P 值=0.00)、
「繼承傳統與風格維

值=0.00)及「健康意識」F 值為 7.569 (P 值=0.00)有顯

持」F 值為 3.509 (P 值=0.03)、
「純粹性」F 值為 4.780 (P

著作用，配偶及子女同住的感受程度比其他高。

值=0.00)及「健康意識」F 值為 13.221 (P 值=0.00)有顯
著差異，其感受程度已婚者比未婚高;教育程度在「獲
得代價高」F 值為 3.304 (P 值=0.03)及「純粹性」F 值
為 4.165 (P 值=0.01)有顯著差異，學歷較高族群感受程
度較高;消費者職業在「健康意識」F 值為 7.511 (P 值
=0.00)有顯著差異，軍公教的感受程度比服務業及製造
業高;消費者月薪所得在「獲得代價高」F 值為 5.682 (P
值=0.00)、
「純粹性」F 值為 4.572 (P 值=0.00) 及「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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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人口變項的影響

(1)25~34 歲

(2)35~44 歲

(3)45~54 歲

(4)55~64 歲

(5)65 歲以上

事後檢定

品質承諾

4.08(0.80)

4.28(0.65)

4.33(0.64)

4.41(0.67)

4.27(0.81)

(3)>(1)、(4)>(1)

純粹性

3.94(0.83)

4.21(0.78)

4.30(0.74)

4.37(0.65)

4.30(0.88)

(3)>(1)、(4)>(1)

健康意識

3.73(0.77)

3.93(0.64)

4.10(0.63)

4.33(0.45)

4.29(0.85)

年
齡

婚
姻
狀
況

程
度

(2)已婚

(3)其他

事後檢定

原創性

3.93(0.82)

4.13(0.77)

3.69(0.70)

(2)>(1)

品質承諾

4.13(0.71)

4.32(0.77)

4.20(0.74)

(2)>(1)

獲得代價

3.74(0.90)

4.05(0.85)

3.89(0.90)

(2)>(1)

繼承傳統

3.79(0.76)

3.99(0.80)

3.74(0.93)

(2)>(1)

純粹性

3.97(0.79)

4.28(0.77)

4.35(0.67)

(2)>(1)

健康意識

3.78(0.73)

4.14(0.67)

3.84(0.55)

(2)>(1)

(1)高中職以下

(2)大專(學)

(3)研究所以上

事後檢定

獲得代價

3.86(0.94)

3.93(0.83)

4.17(0.93)

(3)>(1)

純粹性

4.19(0.82)

4.13(0.77)

4.41(0.75)

(3)> (2)

職
業

月

健康意識

得

可

(2)服務業

(3)製造業

(4)家管

(5)其他

4.30(0.57)

3.83(0.73)

3.94(0.73)

4.04(0.73)

4.09(0.66)

事後檢定
(1)> (2)、(1)> (3)、
(5)> (2)

(1)30000 以下

(2)30001~50000

(3)50001~70000

(4)70001 以上

事後檢定

獲得代價

3.79(0.89)

3.98(0.82)

3.99(1.05)

4.28(0.68)

(4)> (1)、(4)> (2)

純粹性

4.04(0.78)

4.23(0.77)

4.38(0.79)

4.34(0.77)

(4)> (1)、(3)> (1)

健康意識

3.95(0.70)

3.93(0.72)

4.23(0.70)

4.21(0.64)

(1)10000 以下

(2)10001~20000

(3)20001~30000

(4)30001 以上

事後檢定

原創性

3.95(0.84)

3.97(0.76)

4.32(0.66)

4.13(0.78)

(3)> (2)、(3)> (1)

品質承諾

4.14(0.77)

4.18(0.70)

4.48(0.52)

4.38(0.70)

3.76(0.87)

3.82(0.94)

4.22(0.71)

4.20(0.83)

顧客價值

7.35(2.81)

7.90(2.51)

7.34(2.40)

8.79(3.07)

(4)> (1)、(4)> (3)

健康意識

3.90(0.68)

3.40(0.69)

4.04(0.73)

4.20(0.71)

(4)> (1)

薪
所

(1)軍公教

、

(4)>(2)、(5)>(1)

(1)未婚

教
育

(4)>(3)>(1)

(3)> (1)、(3)> (2)、
(4)> (2)

支
配
月
薪

獲得代價

所
得

(3)> (2)、(3)> (1)、
(4)> (1)
(3)> (2)、(3)> (1)、
(4)> (1)、(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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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人口變項的影響(續)

(1)獨居

(2)配偶同住

(3)配偶及子女同住

(4)其他

事後檢定

原創性

4.03(0.75)

4.17(0.80)

4.12(0.76)

3.80(0.82)

(2)> (4)、(3)> (4)

品質承諾

4.24(0.70)

4.21(0.72)

4.37(0.67)

4.05(0.75)

(3)> (4)

獲得代價

3.81(0.97)

3.99(0.86)

4.07(0.86)

3.74(0.88)

(3)> (4)

繼承傳統

3.89(0.74)

3.88(0.86)

4.03(0.76)

3.75(0.85)

(3)> (4)

純粹性

4.22(0.65)

4.22(0.83)

4.29(0.75)

3.94(0.85)

(3)> (4)

顧客價值

8.18(2.55)

7.24(2.86)

8.36(2.85)

7.16(2.48)

(3)> (2)、(3)> (4)

健康意識

3.73(0.69)

4.12(0.79)

4.13(0.64)

3.83(0.72)

(2)> (1)、(3)> (1)、
(3)> (4)

此外當健康意識高等程度的時候，對於「品質承
健康意識對消費者純正性需求與顧客價值的迴歸分析

諾與口碑可信度」與「顧客價值」的關係具有顯著增

本研究以 Process 多元線性迴歸分析七個自變項

強調節效果(b 值=0.6562，t 值=2.4489，p 值=0.01)，結

(原創性、品質承諾與口碑可信度、獲得代價高、繼承

果如表 8；對於「稀有性」與「顧客價值」的關係具有

傳統與風格維持、稀有性、純粹性、神聖化)各自加入

顯著增強調節效果(b 值=0.5248，t 值=2.8100，p 值=0.01)，

健康意識調節作用後，對顧客價值的影響，結果如表

結果如表 9；對於「神聖化」與「顧客價值」的關係具

7。

有顯著增強調節效果(b 值=0.5305，t 值=2.3626，p 值
「原創性」與「顧客價值」呈顯著負相關(p 值為

=0.02)，結果如表 10。

0.01，b 值為-1.6636)，而健康意識對於兩者的調節作

而「獲得代價高」與「顧客價值」的關係，在健

用，呈顯著正相關(p 值為 0.00，b 值為 0.4381)；
「品質

康意識中等程度的時候，即具有顯著增強調節效果(b

承諾與口碑可信度」與「顧客價值」呈顯著負相關(p

值=0.3803，t 值=2.3997，p 值=0.02)，且其高等程度時，

值為 0.02，b 值為-1.4666)，而健康意識對於兩者的調

有更好的顯著增強調節效果(p 值=0.00)，結果如表 11。

節作用，呈顯著正相關(p 值為 0.01，b 值為 0.4443)；
「獲

在「繼承傳統與維持風格」與「顧客價值」的關係中，

得代價高」與「顧客價值」呈顯著負相關(p 值為 0.01，

同樣當健康意識中等程度時，即具有顯著增強調節效

b 值為-1.6112)，而健康意識對於兩者的調節作用，呈

果(b 值=0.3925，t 值=2.2250，p 值=0.03)，且其高等程

顯著正相關(p 值為 0.00，b 值為 0.4844)；
「繼承傳統與

度時，亦具有更好的顯著增強調節效果(p 值=0.00)，結

維持風格」與「顧客價值」呈顯著負相關(p 值為 0.03，

果如表 12。

b 值為-1.4164)，而健康意識對於兩者的調節作用，呈
顯著正相關(p 值為 0.01，b 值為 0.44)；
「稀有性」與「顧
客價值」呈顯著負相關(p 值為 0.02，b 值為-1.5614)，
而健康意識對於兩者的調節作用，呈顯著正相關(p 值
為 0.00，b 值為 0.4367)；
「純粹性」與「顧客價值」呈
顯著負相關(p 值為 0.03，b 值為-1.4118)，而健康意識
對於兩者的調節作用，呈顯著正相關(p 值為 0.02，b
值為 0.3864)；
「神聖化」與「顧客價值」呈顯著負相關
(p 值為 0.00，b 值為-1.7991)，而健康意識對於兩者的
調節作用，呈顯著正相關(p 值為 0.00，b 值為 0.4876)，
故消費者純正性需求對於顧客價值皆呈顯著負相關。
而健康意識對此七個自變項與顧客價值皆具有顯著調
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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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健康意識對消費者純正性需求與顧客價值的迴歸分析

變項

b

SEB

t值

P值

原創性

-1.6636

0.6350

-2.6199

0.01

健康意識

-1.3297

0.6402

-2.0769

0.16

原創性×健康意識

0.4381

0.1602

2.7337

0.00

品質承諾與口碑可信度

-1.4666

0.6374

-2.3009

0.02

健康意識

-1.5219

0.6962

-2.1862

0.03

品質承諾×健康意識

0.4443

0.1651

2.6912

0.01

獲得代價高

-1.6112

0.6402

-2.5167

0.01

健康意識

-1.5603

0,6158

-2.5338

0.01

獲得代價×健康意識

0.4844

0.1593

3.0401

0.00

繼承傳統與風格維持

-1.4164

0.6682

-2.1197

0.03

健康意識

-1.4132

0.6472

-2.1836

0.03

繼承傳統×健康意識

0.4400

0.1665

2.6433

0.01

稀有性

-1.5614

0.6608

-2.3630

0.02

健康意識

-1.2145

0.5791

-2.0972

0.04

稀有性×健康意識

0.4367

0.1598

2.7329

0.00

純粹性

-1.4118

0.6286

-2.2461

0.03

健康意識

-1.2127

0.6614

-1.8335

0.07

純粹性×健康意識

0.3864

0.1594

2.4240

0.02

神聖化

-1.7991

0.6291

-2.8600

0.00

健康意識

-1.5316

0.6288

-2.4358

0.02

神聖化×健康意識

0.4876

0.1583

3.0810

0.00

表 8

March

備註
依變項為顧客價值，R2=0.02，F 值
=3.64，P 值=0.01。
依變項為顧客價值，R2=0.02，F 值
=3.80，P 值=0.01。
依變項為顧客價值，R2=0.03，F 值
=5.31，P 值=0.00。
依變項為顧客價值，R2=0.03，F 值
=4.44，P 值=0.00。
依變項為顧客價值，R2=0.03，F 值
=4.29，P 值=0.01。

依變項為顧客價值，R2=0.02，F 值
=3.13，P 值=0.03。

依變項為顧客價值，R2=0.03，F 值
=4.38，P 值=0.00。

健康意識對品質承諾與口碑可信度及顧客價值的調節作用增強效果

健康意識程度

Effect

SEB

t值

P值

3.3333

0.0144

0.2042

0.0707

0.94

4.1111

0.3600

0.2092

1.7208

0.09

4.7778

0.6562

0.2680

2.4489

0.01

表 9

健康意識對於稀有性及顧客價值的調節作用增強效果

健康意識程度

Effect

SEB

t值

P值

3.3333

-0.1059

0.1828

-0.5794

0.56

4.1111

0.2337

0.1448

1.6138

0.11

4.7778

0.5248

0.1868

2.8100

0.01

2021
表 10

T.-H. Su, Y.-N. Shihm
健康意識對於神聖化及顧客價值的調節作用
增強效果

健康意識

Effect

SEB

t值

P值

程度

D.-J. Gao and S.-Y.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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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購買意願顧客價值，也有可能因消費者普遍對於
純正性需求認知高，其需求認同標準也隨之增高，難
以將家庭取代餐連結為純正性商品，故導致負向影響，
目前國內外直接探討消費者純正性需求及顧客價值之

3.3333

-0.1738

0.1850

-0.9398

0.35

影響關係研究相對較少，未來可針對此部分做延伸探

4.1111

0.2054

0.1731

1.1868

0.24

討。本研究也發現，健康意識在純正性需求對於顧客

4.7778

0.5305

0.2245

2.3626

0.02

價值的影響中產生調節作用 ，而加入健康意識做為調

表 11

健康意識對於獲得代價高及顧客價值的調節
作用增強效果

健康意識

Effect

SEB

t值

P值

節效果時，研究結果可發現，大部分 25 歲至 65 歲以
上且具有健康意識的消費者，在挑選家庭取代餐時，
對於純正性產品會願意投入金錢、時間去購買。國外
研究也指出，具有健康意識的消費者，在選擇食品時

程度
3.3333

0.0035

0.1791

4.1111

0.3803

0.1585

4.7778

0.7032

0.2088

表 12

0.98

會花費更多的時間、金錢進行消費，對於注重健康的

2.3997

0.02

消費者而言，市場的策略發展應著重於產品開發上(Lee

3.3681

0.00

et al., 2020) ，因此本研究推論，健康意識對於家庭取

0.0196

健康意識對於繼承傳統與維持風格及顧客價
值的調節作用增強效果

健康意識程

Effect

SEB

t值

P值

3.3333

0.0503

0.1946

0.2584

0.80

4.1111

0.3925

0.1764

2.2250

0.03

4.7778

0.6858

0.2281

3.0071

0.00

度

代餐開發，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性，注重純正性需求
的消費者，會因本身健康需要而提升家庭取代餐購買
意願，促進其健康，故推論健康意識是純正性需求和
顧客價值的重要因素。
研究也發現，如果提升消費者自我健康意識，並

討論
從人口結構中可以發現限量稀有、具有高度個人
情感的家庭取代餐，對於不同人口結構，並沒有特別
的差異，而針對長者、已婚族群、高學歷族群，可以
多重視產品的品質承諾及添加成分是否天然，針對軍
公教、高所得族群，可以多加強調健康意識，本研究
也發現配偶及子女同住族群，對於消費者純正性需求
與其他家庭結構者有明顯的不同，往後產品生產者也
能針對此族群特別開發產品。
研究結果發現，具有純正性需求的消費者，對於
家庭取代餐較難以產生顧客價值，此結果與 Zhang et al.
(2019)研究純正性對於遊客購買傳統食品的顧客忠誠
度研究結果相似，該研究指出，遊客在外地挑選傳統
食品時，對於純正性商品並不會產生更高的忠誠度，
儘管他們認為傳統食品符合代表當地文化的特徵，但
要產生忠誠度仍需考量個人口味和飲食習慣。故本研
究推論，家庭取代餐在以便利因素為導向的同時，加
強其純正性，並無法吸引符合需求之消費者，原因可
能為消費者購買家庭取代餐時，多為講求便利、節省
時間，較不會為了提高自我形象等其他需求，產生較

不會高度增加想選購原產地生產、不含添加物產品的
意願，此結果與 Dennis and John(2004)研究農產品原產
地對於消費者的採購決策相符，在結果中提出消費者
認為原產地相關的標示，與產品的購買意願並沒有顯
著相關，其原因為大多數消費者沒有考慮與原產地相
關的問題，認為所有產品都差不多，研究也建議行銷
人員需要多教育消費者原產地對於產品的重要性，但
吳佩紋(2012)研究提出，原產地標示在健康產品的購買
意願上扮演關鍵性的主導角色，因此本研究推論，擁
有健康意識的消費者，對於純正性產品之原產地較無
特別偏好，其原因可能與對家庭取代餐認知有關，部
分消費者對於家庭取代餐的形象，與健康食品較難以
連結。而郭石玲、李明聰(2016)研究健康意識對於有機
農產品的購買意願有顯著影響，驗證健康意識確實有
助於提升消費者購買無添加物的產品，本研究推論，
家庭取代餐保存期限較長，便於貯存於家中，因此消
費者易偏好選擇無天然成分產品，以便利需求為導向，
因此導致健康意識沒有高度的調節效果。
此外，具有品質承諾之產品，會隨著自身健康意
識提高，增加購買的預算及次數，願意付出更多的代
價獲得，此結果與陳琪婷、張惠玲(2009)研究消費者生
活型態與家庭取代餐的消費決策相符，本研究推論，
具有純正性需求的消費者，在高度健康意識的狀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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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選家庭取代餐，會特別注重其品質承諾，因本身高

者及高所得的人，也較重視家庭取代餐的健康意識；

度關注自身健康，對於產品的品質要求會特別高，需

配偶及子女同住者，明顯認為原創性、品質承諾與口

要具有 如健 康食品 標章 、 優良製 造標 準標章 (Good

碑可信度、純粹性、健康意識較為重要。Process 多元

Manufacturing Practice, GMP) 、 台 灣 優 良 食 品 標 章

線性迴歸分析中，
「消費者純正性需求」在「顧客價值」

(Taiwan Quality Food, TQF)等認證輔佐，增加其產品信

上呈顯著負向影響，然而健康意識對於「消費者純正

賴感，若品質形象良好，博得大眾喜愛的商品，名譽

性需求」在「顧客價值」上則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故

會逐漸提升，消費者會認為其可信度更高，在食用過

健康意識作為兩者間的調節作用十分重要。此外「品

程也更加安心，標示清楚、具有品質認證的商品，會

質承諾與口碑可信度」、「獲得代價高」、「繼承傳統與

影響部分消費者的購買意願。

風格維持」、「稀有性」及「神聖化」具有顯著增強的

具有神聖化之產品，會隨自身健康意識提高，增
加購買的預算及次數，願意付更多的代價購買，此結
果與林隆儀、許慶珍(2007)針對老年消費者購買保健食
品研究相符，結果也提出認知與情感消費態度在消費
動機對購買意圖影響中，具有顯著的干擾效果，證明

調節效果，故本研究假設共五項成立、三項不成立，
詳見表 13。

研究貢獻
學術貢獻

個人情感因素對於具有健康意識的消費者而言，有著

馬友薏、廖淑伶(2017)文獻已指出消費者純正性需

十分大的影響，而本研究推論，因現代普遍民眾生活

求較高的消費者，願意付出代價取得較高的產品。本

水準提升，人們對於心理層面需求也較以往更加重視，

研究除了從消費者純正性需求的因素去討論家庭取代

而對商品產生情感因素的消費者，會為了滿足自身理

餐的顧客價值，並加入了健康意識作為調節變項。研

想，付出更多時間及金錢獲得不同的消費體驗，因此

究結果驗證「消費者純正性需求」量表的信效度，可

此類特質消費者，會對加強自己信念或認同的產品產

供後續學者參考使用，為本研究的第一項貢獻。

生極大的興趣，追求的動機不只是單純的溫飽，而是

其次是發現必須加入健康意識的調節作用，才能

滿足自身對於追求健康的需求，在挑選產品的當下，

夠加強消費者純正性需求對於家庭取代餐的影響，由

對於符合滿足自身健康意識信念的商品，將產生強烈

此凸顯了健康意識的重要性，並呼應了陳敏郎(2015)

的購買意願。

文獻中，選用具營養標示的食物被視為正向的飲食行

因此往後開發家庭取代餐產品市場中，在包裝標

為。由本研究結果可更清楚了解，家庭取代餐的消費

示上，可多加承諾品質良好，如利用多項食品認證，

者純正性需求，並確認健康意識是重要的影響變項。

慢慢建立消費者口碑，博取信任，並承諾會維持其傳

由於家庭取代餐在一般人的認知中，多是貪圖方便而

統特色，不隨意改變品牌形象，以此理念永續經營，

發展出的產品，殊不知家庭取代餐是深具營養調配後

未來即使購買管道較難以取得，擁有純正性需求的消

具有健康飲食的食品，因此有必要針對家庭取代餐消

費者也會願意以較多的預算來選購，進而維持個人高

費行為再做進一步更深入的研究。

度情感偏好。

表 13

結論與建議

消費者對於家庭取代餐的「消費者
H1

H2-1

不成立

「健康意識」對於「品質承諾與口

剩下 38 題。在變異數分析結果中，45~54 歲及 55~64

學歷較高者明顯認為純粹性較為重要；職業為軍公教

客價值」關係上有顯著增強的調節
效果。

費者純正性需求刪除一題，而健康意識刪除四題，共

人明顯認為家庭取代餐的純粹性、健康意識較為重要；

不成立

「健康意識」對於「原創性」與「顧

本研究共收集 468 份樣本，年齡分佈在 25~65 歲

歲明顯認為家庭取代餐的健康意識較為重要；已婚的

純正性需求」在「顧客價值」上有
顯著正向影響。

結論
以上，以 45~54 歲者居多。信效度分析結果，針對消

假說驗證

H2-2

碑可信度」與「顧客價值」關係上
有顯著增強的調節效果。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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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顧客價值」關係上有顯著增強

餐。
成立

需求的差異，研究也可擴大調查範圍，探討北中南不

「健康意識」對於「繼承傳統與風
格維持」與「顧客價值」關係上有

成立

究，目前對於人口統計變項的控制影響，尚未有規模

「健康意識」對於「稀有性」與「顧
客價值」關係上有顯著增強的調節

成立

重探討無其他變項中的影響，往後研究也能增加樣本

「健康意識」對於「純粹性」與「顧
客價值」關係上有顯著增強的調節

不成立

調節變項，探討影響家庭取代餐消費者純正性需求的

「健康意識」對於「神聖化」與「顧
客價值」關係上有顯著增強的調節

數，並特別針對人口統計變項，調查不同的人口因素
是否會有所影響結果，此外亦可加入健康意識以外的

效果。

H2-7

性調查研究可參考，故本研究目前以消費者純正性需
求、健康意識與顧客價值三者的關係做探討，目前著

效果。

H2-6

同區域的人口變項對家庭取代餐消費者純正性需求的
影響(如台北市)。由於消費者純正性需求為一項新穎研

顯著增強的調節效果。

H2-5

因此在未來研究上可針對高齡者做更大規模的質
性分析，並分析不同類型家庭取代餐其消費者純正性

的調節效果。

H2-4

67

重於即熱餐與即食餐，非代表所有類別的家庭取代

假說驗證(續)

「健康意識」對於「獲得代價高」
H2-3

D.-J. Gao and S.-Y. Han

成立

其他外在因素。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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