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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to the Consumer Segments of Fresh Kumqu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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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棗鮮食推廣之消費者區隔分析－以宜蘭金棗產業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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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Yilan.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study the market segments for fresh

Kumquat is one of the specialties in Yilan
County.

industry

This crop is usually preserved in sugar

kumquat

market,

and

to

evalu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cceptance, preference and

As consumers

purchase experience toward kumquat, as well as

change their value in dietary and large volumes

the media behavior, for each consumer segment.

of semi-processed kumquat from China have

The study results are valuable for developing

been imported from the third place to Taiwan, the

promotion strategies for launching kumquat into

kumquat production in Yilan faces severe

the market of fresh fruits.

challenge.

Industry participants are promoting

questionnaires,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he

“eat kumquat fresh” program to encourage

two-step cluster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consumers perceive kumquat as fresh fruits in

consumers in the fresh kumquat market can be

order to launch kumquat into the market of fresh

divided into three segments, named “high

fruits for extending the economic value of the

acceptance consumers,” “medium acceptance

and sold as gifts to the tourists.

With 381 v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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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ers,” and “low acceptance consumers.”

新接受持度，依序命名為「高度創新採用者」、

The three consumer segments had differed on

「中度創新採用者」與「低度創新採用者」
，其

their socio-economics, perception toward the

社經背景、對金棗鮮食的屬性認知、食用偏好

product attributes for kumquat, preference for the

行為與媒體使用行為均具顯著差異。本研究建

way to eat kumquat, as well as the media

議金棗鮮食推廣工作宜注意市場區隔策略的應

behavior.

We suggested promoting fresh

用，並宜重視消費者對飲食的健康需求，發展

kumquat with market segmentation strategies and

健康的金棗鮮食食用方式將有助提升高度創新

emphasizing the health and safety dietary value

採用者對金棗鮮食的接受度。

for consumers. Introducing the way about how
to eat kumquat naturally and healthy will benefit
promoting fresh kumquat to the segment of high
acceptance

consumers,

who

reveal

關鍵詞： 新產品擴散、集群分析、羅吉特迴歸
分析

strong

前言

tendency in adopting fresh kumquat.

宜蘭地區為我國重要的金棗（又稱金柑）
Key words: New

product

analysis,

Cluster

產區。據估算，台灣金棗的總種植面積約 258

regression

公頃，年產量約 4,000 公噸，其中宜蘭縣的金

diffusion,

Logistic

棗產量約佔全臺金棗總產量的 95%。宜蘭縣境

analysis

摘要

內的金棗生產又以礁溪鄉與員山鄉為主要生產
區域，三星鄉與冬山鄉則次之。金棗為芸香科

金棗為宜蘭地區特產，過去常被加工成蜜

之多年生常綠喬木，據稱原產中國浙江與福建

餞，為宜蘭地區著名的觀光伴手禮。但隨著消

一帶，台灣栽培的金棗以長實金柑為主，性喜

費者飲食觀念的改變與大陸金棗蜜餞半成品從

濕冷，宜蘭地區冬季的地理風候非常適合其生

第三地轉口貿易到台灣所造成的威脅，金棗的

長，其所生產之金棗多汁、少子、纖維柔細，

生產帶給農民的獲利性已愈來愈低，相關產業

品質優於其他地方之金棗。據傳於清道光年間

人士極力推動金棗鮮食，以延續金棗產業的經

清朝官宦之家將金棗蜜餞之製作技術傳入台灣

濟效益。本研究目的為分析金棗鮮食的市場區

宜蘭地區，歷經數代沿革，金棗蜜餞的生產逐

隔，進而分析各區隔體於金棗鮮食的創新接受

漸商品化，金棗的生產與加工逐漸成為宜蘭地

度、食用偏好、購買經驗與媒體使用行為的特

區重要的經濟活動

(2, 4)

。

徵，以作為發展金棗鮮食推廣策略之參考。本

傳統上，宜蘭地區所生產之金棗常被加工

研究藉由問卷調查共取得 381 份有效問卷，經

為蜜餞，因是宜蘭地區之重要特產，常吸引赴

二階段集群分析結果顯示金棗鮮食市場的消費

宜蘭地方遊玩的遊客選購做為伴手禮，故長期

者可被分為三個區隔體，依其對金棗鮮食的創

以來，宜蘭地區的金棗蜜餞一直以地方特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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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手禮為定位。然而，近年來國內部分金棗加

DIY 的簡易加工，希望可增加消費者對金棗鮮

工業者自國外進口金棗乾製品作為蜜餞加工原

食的接受度（本研究訪談資料）。

料，因進口之金棗乾製品價格低廉，排擠國產

以消費者的立場觀之，金棗鮮食有異於傳

金棗在蜜餞加工市場的地位，對宜蘭地區之金

統上的「金棗蜜餞」
，就產品型式與食用方式而

棗產業造成非常大的衝擊。為了減緩進口之金

言，皆與消費者既有的認知有異，具創新性。

棗乾製品的威脅，產業人士與農政單位積極推

從行銷理論觀之，創新產品在定義上相當廣

廣金棗新定位，希望藉由金棗鮮食的推動（即

泛，Barnett (5) 認為凡在品質上與現有形式有所

鼓勵消費將金棗視為例常性的水果食用），將

不同的任何觀念、行為或事物皆可視為創新。

金棗重新定位，以拓展金棗產業的多元性市

Rogers

場；即試圖藉由金棗鮮食的推動以減緩對蜜餞

是新的思想、作法或事物，都算是創新。大體

加工業的依賴度，開發金棗產業的新契機。

來說，創新是以接受者的角度為出發，只要被

(24)

也認為凡是被個人或其他單位當做

目前金棗鮮食的主要推廣方法包括金棗鮮

消費者所認定為新產品，即是創新產品。由於

食 DIY 教學與結合觀光休閒資源等。在 DIY

過去金棗鮮果多作為蜜餞加工或祭祀用，鮮少

教學方面，礁溪鄉農會與宜蘭縣政府目前在台

作為水果食用，故對消費者而言，金棗鮮食屬

北市，利用台北希望廣場、台北建國花市與台

於過去所沒有的新產品，是一種金棗的創新產

北或板橋農會家政班教學的方式進行金棗鮮食

品模式，具食用方式上的創新。本研究欲透過

的推廣與促銷。透過 DIY 活動，舉辦試吃以及

消費者對金棗鮮食的接受度進行消費者區隔分

教授消費者如何食用金棗鮮果。除 DIY 教學

析，進而比較各區隔體的特徵，以做為發展提

外，其舉辦的促銷活動尚包括 10 元金棗一把

升消費者對金棗鮮食的接受度的推廣策略之依

抓，購物滿 1000 元就送商品價值超過 500 元以

據。具體而言，本研究目的包括： 1) 探討影

上的福袋。該類促銷活動提供消費者一個實際

響消費者對金棗鮮食的接受度的因子；2) 探討

體驗金棗的機會，有助消費者了解金棗產業的

不同的金棗鮮食創新接受族群其社經背景、金

背景、特色與文化（本研究訪談資料）。

棗食用偏好、金棗產品購買經驗與媒體使用行

在結合觀光資源方面，有部分產銷班將金
棗鮮果銷往宜蘭地區民宿業者作為觀光旅遊
用，如供遊客餐飲或泡湯用等，目前員山當地

為的差異。

文獻回顧

的部份休閒農場亦有舉辦金棗 DIY 的教學活

創新擴散模型一直是研究消費者對於創新

動，並與員山鄉農會進行合作，推廣觀光採果

產品接受程度的一個重要參考依據。根據

活動，園主會教遊客如何進行簡易的新鮮金棗

Rogers 創新擴散理論模型顯示，創新性產品本

DIY 加工，使其更美味可口。為克服消費者對

身的產品屬性影響了創新性產品的擴散速度

金棗既有的 “很酸”的刻板印象，農政單位推

（即消費者對該新產品的採用速度） (23,24) 。

廣人員研發 DIY 配方，以鹽、糖與梅粉進行

Rogers 在相關的研究中發現，創新性產品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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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優勢、相容性、複雜性、可試用性與可觀察

現因為價值不一致，所產生的社會風險或財務

性等五種產品屬性對產品的擴散速率具 49~87

風險均會導致消費者延遲採用創新產品

%的解釋力

(24)

。從 Rogers 提出創新擴散理論

據過往的文獻顯示，食物的現有食用習慣、消

模型後，此五種產品屬性即被視為影響消費者

費者對食物的自我概念

對創新產品的採用的關鍵因素。

用的必須性以及是否為日常食用用品

相對優勢是指產品的創新性優於現有產品
的程度

。新產品的相對優勢越大，其被接受

(24)

的可能性也越大

。根

(13)

(20)

、熟悉程度

(17)
(29)

、食
等五

項特點，會影響到消費者對於創新食品的採用
意願。
複雜度則指消費者使用該創新產品的難易

。創新產品的相對優勢可

(24; 25)

從消費者的主觀認知，或從使用新產品所獲得

程度

的報酬、價格與品質關係、使用舒適度的增加

複雜時，消費者對創新產品的採用意願愈低。

等相關產品優勢進行考量

相關研究顯示，產品使用的方便性

。過去的食物創新

(15)

。根據相關研究顯示，創新性產品愈趨

(24)

採用研究顯示食物如果在某些特性上具相對優

明的有無

勢，也將有助消費者對此新食物的接受速度，

(12)

如 Ragaert et al. (22) 在相關的文獻回顧裡，歸納

量。

(22)

、使用說

(6)

以及使用前的前置準備的方便性

，皆會影響消費者對創新產品複雜性的衡

出價格、新鮮度、口感、口味、外觀、色澤、

Goldsmith and Hofacker (10) 認為消費者對

營養價值與包裝為影響食品創新擴散速度的因

於每一種特定產品的創新接受程度有異，針對

素。Nielsen

等學者的研究結果則顯示食品

不同類型的產品，消費者會有不同的創新接受

的酸甜度、氣味以及來源國等因素會對食品的

程度。故 Goldsmith and Hofacker (10) 延伸早期

創新採用產生顯著性影響。另 Ophuis and Trijp

相 關量表之概 念，提 出 DSI 量表（ domain

則認為食品的大小、天然性、獨特性和販售

specific innovativeness scale）以檢測消費者對

地點會影響消費者對食品的接受度。亦有學者

個別的新產品或服務的創新接受程度。DSI 量

認為食品的生產方式

表共六個題項，概念上包含了消費者的涉入程

(18)

(29)

(17)

(9)

與是否具備醫用療效

度、過去使用程度、創新採用意圖、資訊蒐集

也影響新食品擴散的速度。
相容性的定義係指新產品與消費者個人

的既有信念與習慣的吻合程度

(24)

。Holak and

意願、對產品的知覺知識以及改變需求等消費
者六大特質

。DSI 量表已被廣泛地應用於各

(10)

則定義創新產品的相容性為產品

產品領域，包括網路購物消費、新科技採用、

的創新性與採用者行為模式、生活型態和價值

休閒旅遊消費等，以檢視消費者對各產品的創

相互一致的程度。當產品的創新特性與消費者

新接受程度。

Lehmann

(15)

原本的行為模式或生活型態不一致時，容易引

消費者的心理性狀亦影響其對創新事物的

發消費者對創新性產品的不確定性和風險知

接受度，如新食品恐懼症。Pliner and Hobden

覺，進而影響其對創新性產品的採用意願

(8,

於 1992 年發表了新食品恐懼症的衡量量表，共

。從消費者延遲採用創新產品的理由也可發

十個題項，主要為檢測消費者對新食品的害怕

30)

J. Agri. & Fore. 2012. 61(1): 17-36

(23)

的相對優勢認知。以上變項之衡量乃以消費者

，也影響消費者對

對問項內容之認同程度由“非常同意”到“非

程度與新奇感。另如消費者對產品的知曉度
與對產品類別歸類之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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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常不同意”以 5 點李克特刻度表之（5＝非常

食品的接受度。
根據 Tornatzky and Klein (26) 所進行的創新
擴散相關研究的文獻回顧，發現相對優勢、相

同意，4＝同意，3＝普通，2＝不同意，1＝非
常不同意）。

容性與複雜性對創新採用具有持續的相關性。

在相容性方面，則定義為金棗的鮮食食用

而 Guiltinan 在 1999 年的研究也發現創新產品

方式與消費者既有的水果食用習慣、個人風格

的相對優勢與相容性是最直接影響消費者試用

與日常飲食習慣的吻合程度

與採購新產品的關鍵屬性。但因過去缺乏對金

計三題相關問項用以檢測金棗鮮食與消費者既

棗創新產品接受度的相關研究，故本研究仍依

有的水果食用習慣、個人風格與日常飲食習慣

據創新擴散理論模型對可試用性與可觀察性的

的吻合程度。而金棗鮮食的複雜性則定義為金

定義，發展金棗鮮食的可試用性與可觀察性相

棗鮮食食用方式與取得的難易程度，本研究同

關衡量問項，以檢視此兩變數對金棗鮮食創新

樣以三項多重問項衡量消費者對金棗鮮食的食

擴散的可能影響。可試用性意指產品可被試用

用方式與取得的難易程度的認知

的程度，而可觀察性則指產品的效益可被明顯

用性則定義為消費者容不容易有機會試吃新鮮

的觀察到或感覺得到。

的金棗

，本研究共設

(20, 29)

；可試

(7, 18, 22)

，本研究以二題多重問項檢視消費者

(19)

對金棗鮮食可試用性的認知；可觀察性指金棗

研究方法

鮮食的效益（包括產品功效上的好處與食用方
式的簡便性等）是否可被明顯的觀察到或感覺

一、問卷設計
為確保問卷建構的內容效度，本研究進一

得到

，共有三題多重題項用以檢視金棗鮮食

(23)

步回顧消費者對蔬果與食品創新接受之相關研

效益的可觀察性。以上變項之衡量以同樣以消

究結果，以釐清相對優勢、相容性、複雜性、

費者對問項內容之認同程度由“非常同意”到

可試用性與可觀察性等五大構面應用於金棗鮮

“非常不同意”以 5 點李克特刻度表之（5＝

食採用行為調查應有的衡量問項內涵。

非常同意，4＝同意，3＝普通，2＝不同意，1

因金棗鮮食的定義是指將金棗當新鮮水果

＝非常不同意）。

吃，故本研究將相對優勢定義為金棗鮮食相較

根據 Goldsmith and Hofacker (10) 的論述，

於一般水果的優勢，根據過去學者的研究，價

消費者對每一種產品的創新接受程度不同，故

格、風味、酸澀程度、甜度、外觀、營養與保

消費者本身對此類產品的創新接受傾向也會影

健功能是消費者選購水果的重要考量因素

響此產品的創新接受速度。故本研究修訂

(17,

，故本研究設計十題相關問項檢測消費

(10)

所提出的 DSI 量

18, 22, 29)

Goldsmith and Hofacker

者對金棗在價格、風味、酸澀程度、甜度、外

表，共六題，以檢測消費者對新鮮蔬果的創新

觀、營養、幫助消化與生津止渴功能等屬性上

接受程度。另外，消費者對新食品的恐懼程度

- 22 -

Analysis to the Consumer Segments of Fresh Kumquat Promotion
- in the Case of Kumquat Production in Yilan County

發表的新食品恐

廣活動主要集中於人口密集的都會區域，如台

懼症量表，共十題，用以檢測消費者的新食品

北市與板橋市等。為能使研究結果更具實務參

恐懼傾向。問卷中另有三題問項用以檢測消費

考價值，本研究以金棗鮮食主要推廣區域（包

者對金棗的熟悉程度，對金棗鮮食的購買意願

括台北市、台中市與高雄市）的消費人口為抽

等相關問項則根據文獻回顧結果，以消費者對

樣對象，並以消費者購買新鮮水果的主要零售

金棗鮮食的興趣、購買意願與是否願意向他人

通路（包括傳統市場與量販店市場）為抽樣地

推薦為問項設計基礎，同樣是以三題的多重問

點。本研究首先透過各市政府官方網站找出台

項衡量消費者對金棗鮮食的購買意願

。以

北市、台中市與高雄市區域內的傳統市場並製

上變項之衡量以同樣以消費者對問項內容之認

作成名錄，另外亦透過台灣境內各量販店集團

同程度由“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以 5

的官方網站找出其在台北市、台中市與高雄市

點李克特刻度表之（5＝非常同意，4＝同意，3

的分店，同樣亦製成名錄，爾後透過隨機抽樣，

＝普通，2＝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
。

每一市各抽取 3 家傳統市場與 3 家量販店作為

則引用 Pliner and Hobden

(21)

(23, 27)

以上各自變項與依變項之衡量皆以各變項

抽樣地點。

之多重衡量問項之得分總合除以其對應之衡量

本研究共完成 381 份有效問卷調查，每一

問項之题項數（即所對應之衡量問項平均值）

市依其人口比例進行配額抽樣。依內政部針對

表之

2007 年的人口統計調查，台北市、台中市與高

(14)

。

本研究人員赴宜蘭地區對員山農會、礁溪

雄市的人口數比約為 51:19:30，故本研究依此

農會與金棗產銷班班長進行訪談以了解當地的

比值進行配額抽樣，於台北市完成 183 份有效

金棗鮮食推廣狀況時，發現農會與各生產團體

問卷調查（無效問卷 8 份）
，台中市則 78 份（無

對金棗鮮食的食用方式推廣意見不一，有主張

效問卷 5 份）
，高雄市為 120 份（無效問卷 7

教育消費者將金棗鮮果佐以鹽／糖／梅粉等調

份）
。問卷發放採系統性抽樣，以 3 為系統性抽

味料進行食用者，亦有反對此方法者，認為此

樣之間隔，將每第（1＋3n）位消費者列為問卷

食用方式不吻合現今消費者的健康飲食概念，

訪談對象，以強化樣本對母體的代表性，並於

故本研究將消費者對金棗鮮食食用方式的偏好

消費者答應填答問卷後，由問卷調查員向其詳

列入問卷調查項目，相關研究結果將有助日後

細說明問卷填答方式與應注意事項，以提升問

金棗鮮食之推廣。本研究並同時登錄消費者的

卷的有效性機率。問卷調查時間為 2009 年 8

個人社經背景與媒體使用習慣，有助辨識最具

月上旬至同年 9 月中旬。

金棗鮮食接受度的消費族群特徵與接觸各族群

三、計量分析

消費者的最佳媒體管道。
二、抽樣規劃

問卷調查目的為提升消費者對金棗鮮食之
接受度，故利用二階段集群分析法（two-step

根據本研究對宜蘭礁溪與員山兩農會金棗

cluster analysis），依消費者對金棗鮮食的創新

鮮食推廣人員的訪談發現，目前金棗鮮食的推

接受程度與購買意願將受測者進行區隔，並分

J. Agri. & Fore. 2012. 61(1): 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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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各區隔體之社經背景特質、金棗鮮食使用偏

入中，以兩萬到四萬的受訪者居多（28.1%），

好與媒體使用行為等，俾利後續金棗鮮食推廣

其次為四萬到六萬（22.3%）
。

之市場區隔與推廣策略之擬定。羅吉特迴歸分

二、各變項之信度檢定

析主要用於處理當依變項為類別數據時的迴歸

問卷第一部分的第 1 至 10 題問項為金棗鮮

分析方式，其與一般性迴歸的差異主要在於依

食產品屬性之相對優勢之衡量問項，

變項的衡量尺度不同

(14)

。因本研究依受測者對

Cronbach’s α 為 0.79；第 11 至 13 題為金棗鮮

金棗鮮食的創新接受程度與購買意願先將其分

食產品屬性之相容性之衡量問項，Cronbach’s α

為不同的區隔體，故後續利用多重羅吉特迴歸

為 0.90；第 14 至 16 題為產品屬性之複雜性之

分析（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衡量問項，刪除第 16 題後的 Cronbach’s α 提高

檢測影響消費者分群結果之顯著性變數，以檢

為 0.67（原為 0.52）
，故以第 14 題與第 15 題為

定影響消費者對金棗鮮食創新接受程度之顯著

複雜性之衡量問項；第 17 與 18 題為產品屬性

性因子。本文並用敘述性統計描述各區隔體之

可試用性之衡量問項，Cronbach’s α 為 0.60；

社經背景特質、金棗鮮食使用偏好與媒體使用

第 19 至 21 題為產品屬性之可觀察性之衡量問

行為等，以利後續金棗鮮食推廣策略之研擬。

項，Cronbach’sα 為 0.80。問卷第二部分第 1 至

研究結果
一、樣本社經背景特性

10 題為新食品恐懼症之衡量問項，Cronbach’s
α 為 0.83（新食品喜好程度為 0.77，新食品害
怕程度為 0.75）；問卷第三部分第 1 至 6 題為

樣本大小將影響研究結果之推論誤差，本

個人對金棗鮮食之創新接受程度衡量問項，

研究有效樣本數為 381 份，可控制研究推論誤

Cronbach’s α 值為 0.71；問卷第四部分第 1 至 3

差在 0.05，即信賴區間為 95% (3)。在 381 份的

題為金棗產品知曉度之衡量問項，Cronbach’s α

樣本中，34.9%為男性，64.1%為女性。在年齡

為 0.88；問卷第五部分第 1 至 3 題為對金棗鮮

層分佈上，18 歲至 25 歲者佔 22.6%、26 歲至

食之購買意願之衡量問項，Cronbach’s α 為 0.89

35 歲者佔 21.2%、36 歲至 45 歲者佔 21.3%、

（表 1）。信度檢測顯示各變項之衡量問項其

46 歲至 55 歲者佔 22.3%，其次 56 歲至 65 歲

內部一致性高，Cronbach’s α 値 0.70 以上，具

者佔 10.2%，65 歲以上之銀髮族則佔 2.4%。在

良好信度。

最高教育程度方面，以大專院校為最高教育程

三、影響消費者金棗鮮食接受度之關鍵因素

度的受訪者為最多，佔整體樣本的 43.6%，其

本單元利用二階段集群分析法將受測者依

次是以高中為最高教育程度者（33.1%）
，再其

其對新水果創新接受程度的不同與對金棗鮮食

次則為研究所教育程度者（11.3%）
，其他教育

購買意願的不同進行集群分析，根據二階段集

程度者約佔 1.8-7.1%。在職業分布上，以從事

群 分 析 法 中 的 Schwartz’s Bayesian Criteria

服務業的受訪者居多數（36.7%）
，其次為學生

（BIC）係數判斷準則，最適分群數為三，故

（17.3%）與家管（12.3%）；在家庭平均月收

依受測者對新水果的創新接受程度與對金棗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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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變數衡量問項之內部一致性檢測與受訪者於各變項之回應狀況
Table 1. Internal consistency of variable indicators and subjects’ responses
變項

Cronbach’s Alpha 值(α)

平均值

相對優勢

0.79

3.66

相容性

0.90

3.22

複雜性

0.67

3.59

可試用性

0.60

2.09

可觀察性

0.80

3.38

新食品恐懼症

0.83

2.54*

金棗鮮食創新接受程度

0.71

3.30

產品知曉度

0.88

3.59

金棗產品購買意願

0.89

3.55

*其中新食品喜好程度平均值為 3.65（反項計分結果）、新食品害怕程度平均值為 3.19。

食的購買意願程度此二變數值之高低，分別將

懼程度與對金棗鮮食的知曉度，以評估影響消

其命名為“高創新採用者”、“中創新採用者”

費者之金棗鮮食創新採用程度的關鍵因素。

與“低創新採用者”，高創新採用者對新的水

於羅吉特迴歸分析中，觀察值樣本在自變

果產品有較高的接受傾向，對金棗鮮食亦有較

項上的機率分配呈 S 型分佈，但其類別刻度機

高的購買意願；中創新接受者有中等的新水果

率之比例對數與自變項呈線性關係。假設共有

接受傾向與中等的金棗鮮食購買意願，而低創

p 個自變項（xps）
，P（y＝i）為依變項落入 y

新接受者在水果的消費行為裡，對新水果的接

為 i 類別的機率，P（y＝j）為依變項落入 y 為

受度較低，對金棗鮮食之購買意願亦偏低。“高

j 類別的機率則 P（y＝j）／P（y＝i）的羅吉

創新採用者”共 113 人，佔整體樣本 29.6%；

函數與自變項 xps 呈線性關係。若依變項共有 n

“中創新採用者”為 188 人，佔整體樣本

個類別刻度, 則共有（n－1）個羅吉程式包含

52.1%；低創新採用者為 80 人，佔整體樣本

在整體的羅吉迴歸方程中

21.0%。各消費族群對金棗鮮食的創新接受程

吉迴歸模式可以下列方程式表之：

度與偏好程度如表 2 所示。

𝑃(𝑦 = 𝑗)
𝑔𝑗 (𝑥) = ln �
�
𝑃(𝑦 = 𝑖)

本研究進一步運用多重羅吉特迴歸分析

。整體的多重羅

(14, 16)

金棗鮮食的不同創新採用族群其於金棗鮮食之

= 𝛽𝑗0 + 𝛽𝑗1 𝑥1 + 𝛽𝑗2 𝑥2 + 𝛽𝑗3 𝑥3 + … … … + 𝛽𝑗𝑗 𝑥𝑝

相對優勢、相容性、 複雜性、可試用性與可觀

性、可觀察性、對新食物的恐懼程度與對金棗

察性之認知差異，並檢視各族群對新食品的恐

的知曉度等因素皆影響了消費者對金棗鮮食的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檢測

研究結果顯示金棗鮮食的相對優勢、相容

J. Agri. & Fore. 2012. 61(1): 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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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金棗鮮食創新採用族群對金棗鮮食之創新採用程度與購買意願
Table 2. The adoption level and purchase intention of different adopter groups for fresh kumquat
高創新採用者

中創新採用者

低創新採用者

（n＝113，29.6%）

（n=188，52.1%）

（n＝80，21.0%）

對金棗鮮食之創新接受程度

3.68

3.17

2.65

對金棗鮮食之購買意願

4.53

3.45

2.39

變數

創新採用程度（表 3）
。簡而言之，金棗鮮食產

根據上述各顯著性變數對各消費族群機率

品屬性之相對優勢、相容性、可觀察性與知曉

之影響大小，其對金棗鮮食接受度的重要性依

度對消費者的金棗鮮食創新採用程度具正向顯

序為產品屬性的相對優勢、產品優勢的可觀察

著性影響。如表 3 所示，若以低創新採用者為

性、新食品恐懼症、產品之相容性、消費者對

比較基準（P（y＝i）
）
，消費者每提升對金棗產

產品的知曉度（表 3）
。

品相對優勢的認同度一單位（以五點李克特刻

四、金棗鮮食各創新採用族群之社經背景、金

度衡量之）
，其成為金棗鮮食高創新採用者的機

棗鮮食食用偏好、金棗產品購買經驗與媒

率（P（y＝j1）
）為成為金棗鮮食低創新採用者

體行為之差異

的 18.82 倍（Exp（B）＝18.82）；對其相容性

為使本研究之消費者區隔結果更具實務應

的認同程度每增加一單位，成為高創新接受的

用價值，本研究進一步分析各區隔體之社經背

機率為成為低創新採用者的 3.51 倍，成為中創

景特質、金棗鮮食使用偏好、金棗產品購買經

新接受的機率（P（y＝j2））為成為低創新採用

驗與媒體使用行為之特徵，以利在後續的金棗

者的 2.49 倍;對其產品優勢之可觀察性每增加

鮮食推廣工作上，便於辨識目標族群並有助選

一單位的認同度，成為高創新採用者的機率增

擇可有效觸及目標族群之傳播工具進行推廣。

為成為低創新採用者的 4.52 倍，成為中創新採

(一) 社經背景特徵

用者的機率則增為成為低創新採用者的 2.23

如表 4 所示，高創新接受族群之平均年齡

倍；對產品知曉度每增加一單位，其成為金棗

（45.36 歲）高於中創新採用者（37.46 歲）與

鮮食高創新採用者的機率增為成為低創新採用

低 創 新 採 用 者 （ 34.44 歲 ）， 其 女 性 的 比 例

者的 3.35 倍，成為中創新採用者的機率增為成

（74.3%）亦較其他消費者族群為高（63.8%，

為低創新採用者的 1.52 倍。新食物恐懼症對金

55.0%），其高中教育程度以下者所站的比率

棗鮮食創新採用程度則具顯著性負面影響，受

（62.0%）亦高於其他消費者族群（38.8%，

測者的新食物恐懼症每增加一單位，其成為高

36.3%）
。其平均家庭月收入在 NT$60,000 以下

創新採用者的機率降為低創新採用者的 0.18

者之族群比例（72.6%）亦略高於中創新採用

倍，成為中創新採用者的機率則降為低創新採

者（61.2%）與低創新採用者（60.1%）。在職

用者的 0.29 倍。

業特性方面，高創新採用者的服務業、家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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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人口高於其他消費者族群，其學生人口所

所有消費者族群裡男性比例最高者，且平均年

佔的比例則遠低於其他消費者族群。整體而

齡最輕，學生人口所佔的比例亦最高。

言，高創新採用者其社經條件與中創新採用者

(二) 金棗鮮食食用偏好行為與金棗產品購買經

／低創新採用者比較起來，略為偏低。低創新

驗特徵

採用者在若干社經背景上與高創新採用者有明

本單元就各區隔體對金棗產品類屬之認

顯的差異，如其男性人口比例高居 45.0%，為

知、食用方式偏好與購買經驗之特徵進行分

表 3. 影響消費者對金棗鮮食創新採用程度之因子 Z
Table 3. Factors influencing consumer adoption level for fresh kumquat
消費者類別

變數

B

Std. Error

Wald

P

高創新採用者

Intercept

-19.48

3.14

38.63

0.000*

相對優勢

2.94

0.67

19.43

0.000*

相容性

1.26

0.38

10.78

複雜性

-0.01

0.42

可試用性

0.09

可觀察性

中創新採用者

Z

Exp (B)

95% Confidence
Interval for Exp (B)
Lower
Bound

Upper
Bound

18.82

5.10

69.40

0.001*

3.51

1.66

7.44

0.00

0.987

0.99

0.44

2.25

0.31

0.09

0.764

1.10

0.60

2.01

1.51

0.42

12.81

0.000*

4.52

1.98

10.31

新食物恐懼症

-1.74

0.43

16.11

0.000*

0.18

0.08

0.41

產品知曉度

1.21

0.25

23.20

0.000*

3.35

2.05

5.48

Intercept

-5.54

2.19

6.41

0.011

相對優勢

0.87

0.48

3.19

0.074

2.38

0.92

6.14

相容性

0.91

0.30

9.61

0.002*

2.49

1.40

4.44

複雜性

0.16

0.28

0.33

0.566

1.18

0.68

2.05

可試用性

0.05

0.24

0.05

0.832

1.05

0.65

1.70

可觀察性

0.80

0.33

5.89

0.015*

2.23

1.17

4.25

新食物恐懼症

-1.25

0.34

13.37

0.000*

0.29

0.15

0.56

產品知曉度

0.42

0.18

5.65

0.017*

1.52

1.08

2.14

以低創新採用者為比較基準

*在 α＝0.05 的條件下具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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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金棗鮮食創新採用族群之社經背景比較
Table 4. Comparison to the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fferent adopter groups for fresh
kumquat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家庭平均月收入

職業

高創新採用者

中創新採用者

低創新採用者

（n＝113）

（n＝188）

（n＝80）

男性

29（25.7%）

68（36.2%）

36（45.0%）

女性

84（74.3%）

120（63.8%）

44（55.0%）

平均值

45.36

37.46

34.44

國小以下

6（5.3%）

1（0.5%）

0（0%）

國小

9（8.0%）

1（0.5%）

2（2.5%）

國中

9（8.0%）

13（6.9%）

5（6.3%）

高中

46（40.7%）

58（30.9%）

22（27.5%）

大專

34（30.1%）

94（50.0%）

38（47.5%）

研究所以上

9（8.0%）

21（11.2%）

13（16.3%）

2 萬以下

22（19.5%）

19（10.1%）

12（15.0%）

2 萬到 4 萬

39（34.5%）

49（26.1%）

19（23.8%）

4 萬到 6 萬

21（18.6%）

47（25.0%）

17（21.3%）

6 萬到 8 萬

9（8.0%）

26（13.8%）

12（15.0%）

8 萬到 10 萬

12（10.6%）

21（11.2%）

6（7.5%）

10 萬到 12 萬

5（4.4%）

13（6.9%）

3（3.8%）

12 萬到 14 萬

1（0.9%）

3（1.6%）

5（6.3%）

14 萬以上

4（3.5%）

10（5.3%）

6（7.5%）

農林漁牧業

1（0.9%）

2（1.1%）

0（0%）

製造業

7（6.2%）

13（6.9%）

9（11.3%）

服務業

49（43.4%）

68（36.2%）

23（28.8%）

家管

18（15.9%）

22（11.7%）

8（10.0%）

軍公教

4（3.5%）

8（4.3%）

2（2.5%）

已退休

9（8.0%）

8（4.3%）

4（5.0%）

學生

8（7.1%）

37（19.7%）

21（26.3%）

其他

17（15.0%）

30（16.0%）

13（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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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如表 5 所示，各消費族群對金棗的產品類

過金棗蜜餞，買過金棗蜜餞外的相關產品的消

屬有認知上的差距，多數的高接受度者與中接

費者亦高達 87.6%；低接受度者中，僅 48.8%

受度者將金棗認列為水果，其次為蜜餞; 而低

的消費者買過金棗蜜餞、30.0%的消費者買過

接受度者則多數認為金棗為蜜餞，再其次為水

蜜餞外的其他金棗相關產品。

果。在食用偏好上，高創新接受族群比其他消

(三) 媒體行為特徵

費族群更偏好以自然鮮食、不添加人工調味料

對金棗鮮食之高創新接受族群與中創新接

的方式食用金棗，其中僅 25.7%的消費者支持

受族群而言，民視、三立台灣台與 TVBS 為其

以鹽／糖／梅粉進行調味，該支持度遠較中創

前三大電視頻道選擇，而金棗鮮食之低創新接

新接受度者與低創新接受度者為低（分別為

受族群之前三大電視頻道選擇則為 HBO、三立

43.1%，46.3%）。高接受度者其對金棗相關產

台灣台與中天新聞台或 TVBS。在節目內容選

品的購買經驗也較多，91.2%的該消費族群買

擇上，新聞報導為所有創新接受族群最常收看

表 5. 各金棗鮮食創新採用族群之金棗鮮食食用偏好、金棗產品類屬之認知與金棗相關產品購買經
驗
Table 5. The adopter groups’ dietary preference, product attribute perception and purchase experience
for fresh kumquat
高創新接受族群

中創新接受族群

低創新接受族群

（%）

（%）

（%）

1) 以鹽、糖、梅粉調味

25.7

43.1

46.3

2) 自然鮮食（不加任何調味調）

90.3

72.3

52.3

3) 其他

9.7

7.4

18.8

1) 蜜餞

55.8

64.4

75

2) 水果

85.8

80.9

62.5

3) 零食

28.3

30.0

16.3

4) 烹飪食材

31.0

17.6

10.0

5) 其他

7.1

3.7

3.8

91.2

74.5

48.8

87.6

62.8

30.0

偏好之金棗食用方式 z

金棗之產品類別歸屬認知

z

是否買過金棗蜜餞（是）y
是否買過蜜餞外的其他金棗相關產品（是）
z

複選題

y

單選題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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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節目，在其他電視節目內容的選擇上，不同

（表 8）
。若比較各消費族群對各雜誌的閱讀人

的創新接受族群有著不同的收視偏好。除新聞

次百分比分佈狀況，可發現高接受度者其雜誌

節目外，有關旅遊、風景或風俗之節目最被高

閱讀習慣沒有其他族群興盛，如除壹週刊外，

創新接受族群所喜歡，中創新接受族群對電視

對其他雜誌的閱讀人次百分比都比其他消費族

節目的偏好較為廣泛，綜藝節目、旅遊／風景

群低許多。

／風俗或西洋影集／電影皆為其所好。對低創

結論與建議

新接受族群而言，其對電視節目的選擇與其他
兩類之消費族群差異頗大，低創新接受族群傾

金棗為我國宜蘭地區特產，主要採收季節

向偏好西洋影集或電影節目。在收視時段方

為每年 11 月上旬至翌年 2 月中旬，不耐儲存，

面，不同的消費族群其電視收視時段差異性不

且雨量過多時，往往容易造成裂果，影響市場

大，晚上 6 點到 12 點皆為其主要的電視收視時

採購意願

段，尤其是晚上 8 點到 10 點，但高創新接受與

特性，若僅依賴蜜餞加工市場，ㄧ旦有替代品

中創新接受族群其中午 12 點到下午 2 點收看電

出現或蜜餞市場萎縮，將對上游的金棗生產產

視的人數比例明顯高於低創新接受族群。低創

生重大打擊，於是地方農政單位積極推廣金棗

新接受族群在午夜 12 點後觀看電視的人數比

鮮食，希望透過鼓勵大眾消費新鮮金棗，將新

例遠高於高創新接受與中創新接受族群（表

鮮金棗視為日常性蔬果，以開闢新的金棗消費

6）
。

市場，避開依賴單一的蜜餞加工市場可能造成

。由於採收季節集中且不耐久放等

(1)

在報紙閱讀習慣上，蘋果日報與自由時報

的威脅。在此背景前題下，本研究旨在透過創

為所有消費族群最常閱讀的報紙，但在閱讀內

新接受理論與市場區隔分析以提升金棗鮮食的

容上，不同的消費族群各有其偏好，高接受度

推廣效率。

者最喜歡閱讀休閒旅遊訊息，其次為頭版或社

研究結果顯示消費者對金棗鮮食相關特性

會新聞等時事議題；中接受度者最喜歡閱讀頭

之認知（包括金棗鮮食的相對優勢、相容性、

版新聞，其次為社會新聞與娛樂新聞；低接受

相對優勢之可觀察性）
、消費者對新食物的恐懼

度者則偏好影劇娛樂訊息，其次為頭版要聞與

程度與消費者對金棗的知曉度等因素，影響了

社會新聞。其他相關之報紙版面內容閱讀偏好

消費者對金棗鮮食的接受度。其中對金棗鮮食

如表 7 所示。

相對優勢、相容性、相對優勢之可觀察性與知

在雜誌閱讀習慣上，八卦類雜誌最被所有

曉度等認知呈正向顯著性影響，新食品恐懼症

的消費族群所喜歡，尤其以壹週刊為最。高接

則呈現負向影響。因多重羅吉特回歸分析顯示

受度者主要的雜誌閱讀內容依序為健康醫療、

上述各顯著性變數對金棗鮮食接受度的重要性

休閒旅遊與影劇訊息，中接受度者的主要雜誌

依序為對金棗鮮食的相對優勢之認知、對產品

閱讀內容為影劇、休閒旅遊與社會新聞，低接

優勢的可觀察性之認知、新食品恐懼症、產品

受度者主要之雜誌閱讀內容為影劇與休閒旅遊

之相容性、消費者對產品的知曉度，且前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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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各金棗鮮食創新採用族群之媒體行為*
Table 6. The media behavior of fresh kumquat adopter groups
媒體行為

高創新接受族群

中創新接受族群

低創新接受族群

民視

53.1

47.3

33.8

三立台灣台

46.0

42.6

37.5

中視

31.9

27.7

25.0

HBO

26.5

35.6

47.5

大愛

31.9

21.3

10.0

中天新聞台

35.4

25.0

35.0

三立新聞台

35.4

29.8

27.5

TVBS

47.8

37.8

35.0

台視

26.5

21.8

21.3

TVBS-N

17.7

13.3

13.8

其他

15.9

10.1

15.0

新聞報導

新聞報導

新聞報導

（77.9）

（70.2）

（65.0）

旅遊／風景／風俗

綜藝節目

西洋影集／電影

最常看的電視內容前三名

（55.8）

（53.2）

（63.8）

（%）

綜藝節目

旅遊／風景／風俗

綜藝節目

（39.8）

（50.0）

（47.5）

習慣收看的電視頻道
（%）

西洋影集／電影
（50.0）

習慣收看電視的時段
（%）

早上 6-8 點

9.7

4.3

1.3

早上 8-10 點

6.2

7.4

6.3

早上 10-12 點

6.2

5.9

3.8

中午 12 點-2 點

14.2

12.8

6.3

下午 2-4 點

7.1

9.0

1.3

下午 4-6 點

2.7

2.7

2.5

晚上 6-8 點

25.7

23.9

20.0

晚上 8-10 點

61.1

58.0

50.0

晚上 10-12 點

37.2

38.3

48.8

晚上 12 點後

8.8

10.6

21.3

沒有固定時段

20.4

22.9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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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統計結果由複選結果而得

表 7. 各金棗創新採用族群之報紙閱讀偏好行為*
Table 7. The newspaper reading preference for the fresh kumquat adopter groups
題項

高接受度者

中接受度者

低接受度者

自由時報

51.3

47.9

50.0

蘋果日報

57.5

59.6

58.8

習慣看的報紙

中國時報

20.4

21.8

27.5

（%）

聯合報

24.8

25.0

26.3

工商時報

5.3

5.9

8.8

爽報

7.1

9.6

18.8

休閒旅遊（53.1）

頭版要聞（59.6）

影劇娛樂（58.8）

社會新聞（49.6）

社會新聞（51.1）

頭版要聞（57.5）

頭版要聞（48.7）

娛樂新聞（48.4）

社會新聞（46.3）

生活消費（45.1）

休閒旅遊（48.4） 休閒旅遊／活消費（33.8）

最常看的報紙版面（%）

健康醫療／影劇娛樂（39.8） 生活消費（39.4）

體育報導（27.5）

*相關統計結果由複選結果而得

表 8. 各金棗鮮食創新採用族群之雜誌閱讀偏好*
Table 8. The magazine reading preference for the fresh kumquat adopter groups
題項

最常看的雜誌前三名
（%）

高創新接受族群

中創新接受族群

低創新接受族群

壹週刊（43.4）

壹週刊（38.3）

壹週刊（45.0）

時報週刊（19.5）

時報週刊（30.3）

商業週刊（32.5）

商業週刊（15.9）

商業週刊（25.0）

天下雜誌（22.5）

健康醫療（43.4）
最常看的雜誌版面前三名
（%）

明星動態／影劇娛樂（44.7）明星動態／影劇娛樂（48.8）

休閒/旅遊（41.6）

休閒／旅遊（41.5）

休閒／旅遊（33.8）

明星動態／影劇娛樂（39.8）

社會新聞（39.4）

健康醫療（25.0）

*相關統計結果由複選結果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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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因素皆與金棗鮮食的相對優勢有觀，

依序為傳統市場與水果行，故金棗鮮食可儘量

故建議在金棗鮮食的推廣上，可多強調金棗鮮

往該類通路鋪貨。

食的好處，以強化消費者對其優勢的認知。相

在電視節目的收視上，該族群消費者偏好

關研究結果也顯示消費者內在的心理性狀－對

具本土色彩的電視頻道，節目內容則偏好新聞

新產品的恐懼症，亦影響消費者對金棗鮮食的

報導與旅遊／風景／風俗介紹等，其媒體行為

接受度，故目前相關單位努力透過 DIY 教學與

非常適合目前以結合地方觀光活動以帶動金棗

提供試吃的方式推廣金棗鮮食，確實有其必要

鮮食的銷售量的推廣模式，故建議可強化電視

性，一方面可透過試吃的方式減少消費者對金

媒體對宜蘭地區金棗產業與該類觀光活動的報

棗鮮食的可能疑慮，ㄧ方面可提升消費者對金

導，應能非常吸引該消費族群的興趣。利用平

棗鮮食的知曉度。

面媒體進行宣傳（如報紙與雜誌）時，宜選擇

根據本研究之金棗鮮食市場區隔分析結果

在該族群內流通率較廣的媒體，如自由時報、

顯示各消費族群對金棗鮮食的接受度、社經背

蘋果日報、壹週刊與時報周刊等，其喜歡閱讀

景與媒體行為均存在差異性，且對金棗鮮食的

的平面媒體內容依序為醫療保健與休閒旅遊，

偏好食用方式與金棗產品之購買經驗，亦有所

故上述產業與觀光活動的報導亦可選擇在該類

不同。故建議在金棗鮮食的推廣上，宜循環漸

平面媒體的旅遊版面進行推廣。且該族群重視

進，透過市場區隔策略的應用，先以對金棗鮮

醫療保健且對金棗止渴鎮痰的功效也具高度認

食具高接受傾向者為目標族群，再進而逐步推

知，在該類媒體進行金棗產業與觀光活動報導

廣至其他接受傾向較低的消費族群。茲將對各

時，建議可同時強化金棗養生保健的功能。

金棗鮮食創新接受族群的推廣建議描述如下：

二、對中創新接受族群之推廣策略

一、對高創新接受族群之推廣策略

金棗鮮食之中度創新接受族群其平均年齡

高 創 新 接 受 者 其 平 均 年 齡 較 高 （ 45.36

比高創新接受族群年輕，雖然多數的中度創新

歲），女性比例亦偏高（74.3%）。如問卷調查

接受者偏好以自然健康的方式食用金棗

結果顯示，高創新接受族群對金棗鮮食有較高

（72.3%），但仍有 43.1%的該族群消費者喜歡

的偏好與接受意願，且對金棗的相關產品也有

以鹽、糖與梅粉為沾料，故建議對該族群的消

較多的使用經驗。高創新接受者對金棗鮮食比

費者進行金棗鮮食推廣時，可同時一起將自然

其他創新接受族群更偏好以自然鮮食的方式食

鮮食與以鹽、糖與梅粉等食用配方介紹給該族

用金棗，將金棗認列為水果的傾向也比其他族

群的消費者。可能該族群有較多的人將金棗認

群強，且高達 90.3%的該族群消費者偏好以自

列為蜜餞類，故與高創新接受者比起來，該族

然健康的方式食用金棗鮮果，故建議在對該族

群有較多的人數比例偏好以鹽、糖與梅粉為沾

群進行金棗鮮食的推廣時，能多提供自然健康

料。七成左右的該族群消費者具有金棗相關產

的配方，梅粉等調味料可能有違其飲食上追求

品的購買經驗，但其相對比例仍比高創新接受

自然健康的風格。該族群購買水果的主要通路

族群少。其主要的水果購買通路與高接受度者

J. Agri. & Fore. 2012. 61(1): 17-36

同，故可往傳統市場與水果行進行鋪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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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頻道為 HBO，其他知名的本土電視頻道與

中創新接受族群的電視頻道選擇與節目偏

非本土之電視頻道的收視狀況則次之，其喜歡

好與高創新接受度者非常類似，同樣偏好具本

的電視節目除新聞外，西洋影集／電影與綜藝

土色彩的電視頻道，但其節目的收視興趣較為

節目為其最大的偏好。故建議若欲利用電視廣

廣泛，除新聞報導與旅遊／風景／風俗介紹等

告進行宣傳，則以選購該類電視廣告時段為

節目外，觀看綜藝節目或西洋影集／電影等的

佳。該族群的報紙類別與雜誌類別的選擇與高

人次亦高達 50%左右。故針對高創新接受族群

接受族群／中接受族群相似，但內容偏好有

所發展的媒體宣傳策略應該也能觸及到金棗鮮

異，該族群消費者對影劇等娛樂圈訊息有較多

食的中創新接受族群，並引發其興趣。該族群

的偏好，故在平面媒體的廣告版面的購買上，

的平面媒體閱讀行為雖與高創新接受族群不全

宜選購影劇娛樂節目或報導之廣告版面。

然相同，但因有相似的共通特性，故建議將相

誌謝

關報導訊息置於休閒旅遊之版面。惟其對醫療
保健較缺乏興趣，故金棗止渴鎮痰之功效可能

本研究承農委會農糧署經費補助【99 農科

對該族群較缺乏吸引力，故可儘量對其強化有

－5.1.2－糧－Z1(3)】，並承三位匿名審查委員

關金棗鮮食的觀光旅遊活動訊息。

提供寶貴的修訂建議，匡正本文之疏失，謹致

三、對低創新接受族群之推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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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表：各變項之衡量問項
Appendix Table: Measurement items for each variable
變數

題項內容

相對優勢

1. 我認為新鮮金棗的價格會比一般水果實惠
2. 我認為新鮮金棗的風味會比一般水果更好
3. 新鮮金棗會比一般水果還酸
4. 新鮮金棗的外觀比一般水果更美觀
5. 新鮮金棗的外表色澤比一般水果更漂亮
6. 新鮮金棗的營養價值比一般水果還高
7. 新鮮金棗生津止渴的功能比一般水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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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鮮金棗止咳化痰的功能比一般水果更佳
9. 新鮮金棗幫助消化的功效比一般水果更佳
10. 金棗是非常獨特的水果

相容性

11. 金棗鮮食吻合我現有的飲食習慣
12. 金棗鮮食是吻合我個人風格的飲食方式
13. 金棗鮮食是吻合日常需求的飲食方式

複雜性

14. 金棗鮮食是一種簡單的食用方式
15. 金棗鮮食在推廣上如果可以提供建議食用方式將有助於我接受金棗鮮食
16. 市面上很容易買得到新鮮金棗

可試用性

17. 我試吃過新鮮的金棗
18. 我知道哪裡有提供金棗鮮食的試吃機會

可觀察性

19. 金棗鮮食的好處是非常顯而易見的
20. 金棗鮮食的方便性是非常顯而易見的
21. 金棗鮮食吻合我個人的風格是非常顯而易見的

新食物恐懼症

1. 我會習慣性地嚐試新的或不一樣的食物
2. 我不信任新食品
3. 我不會嚐試我不了解的食物
4. 我喜歡異國風味的飲食
5. 奇風異俗的食物我不太敢吃
6. 宴會或聚餐時，我喜歡嚐試一些沒吃過的食物
7. 我害怕吃一些過去沒吃過的食物
8. 我有挑食的習慣
9. 我幾乎什麼都吃
10. 我喜歡到沒去過的異國風俗或具民族文化特色的餐廳用餐

金棗鮮食創新接受程度

1. 如果我聽說金棗有相關的新產品，我會有興趣購買它
2. 跟我的朋友比較起來，我較少購買金棗的相關產品
3. 即使過去沒有聽過金棗可以生吃，我還是會考慮購買它
4. 事實上在周遭朋友間，我通常是最後知道金棗產品資訊的人
5. 我比其他人更了解如何鮮食金棗
6. 事實上我是周遭朋友間最後購買金棗鮮食的人

產品知曉度

1. 我聽過金棗鮮食的事
2. 我看過有人鮮食金棗
3. 我生吃過金棗

購買意願

1. 我喜歡金棗鮮食
2. 我會買金棗來生吃（當水果吃）
3. 我會推薦親朋好友把金棗當水果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