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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永續飲食消費是一種藉由購買當地有機種植、少包裝、當季並且
在地的綠色食材，來降低對環境的傷害，以減緩地球暖化的速度。以
往素食消費動機之研究認為，有宗教信仰者會因宗教道德與保護生態
而食用素食；而無宗教信仰者則會考量經濟因素、健康關係、個人因
素。然而，卻未能解釋這些素食消費動機是如何影響素食消費決策。
基於前述，本研究運用方法目的鏈理論，深度訪談 60 位素食消費者，
主要目的在探討（1）素食飲食能為消費者帶來哪些消費利益？又能
滿足顧客消費哪些目標與價值？（2）建構素食消費的價值層級結構。
研究結果發現，素食消費可為消費者帶來愉悅、慈悲、孝順、滿足、
責任感、永續生存、成尌感、安心、惜福、值得等 11 項價值；且在
17 項素食消費利益中，以健康、美味、省錢、節省時間、兼顧其他
事務最為重要。最後本研究建立愉悅感、值得、責任感與孝順、安心
與慈悲、永續生存五項價值階層路徑。
關鍵字：方法目的鏈、顧客價值、永續消費、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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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umption of sustainable diets is a way of reducing environmental
harm by purchasing local organic plants and ingredients of less packing,
current season and green in order to retard the speed of global warming.
The former researches related to consuming motives of vegetarians
regard that people who believe in religions may be vegetarians because of
religious morality and protection of ecology. As for people who have no
religion, they may think about economic factors, health relations and
personal reasons. However, those studies can’t define how consuming
motives of vegetarians influence consuming decision of vegetarians. On
the basis of statements ahead, our research applies means-end chain
model and interviews 60 vegetarians. The purposes are to probe into the
vegetarian consuming motives of consumers and how these motives drive
consuming decision. This major to investigate First What are the benefits
to the consumers who are the vegetarians ?What are the need and values
can be satisfied to the consumers? Second Establishing Vegetarian
Consumption values hierarchical structure.
The consequence of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onsumption of vegetarians
can bring consumers 11 items of value, joy, mercy, filial piety,
satisfaction,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eternal existence, sense of
achievement, relief, treasure of happiness and worth. Moreover, among
17 items of vegetarian consuming benefits, health, delicacy, saving
money, saving time and looking after something els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inally, our research establishes 5 value hierarchy paths of
joyful feeling, worth,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 filial piety, relief and
mercy and eternal existence.
Keywords: Customer Value, Means-End Chain,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Veget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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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世界各地氣候變遷、天災頻傳，永續發展已經成為全球性的議
題。人類環境宣言是世界各國政府共同討論當代問題，呼籲各國政府和人
民為維護和改善人類環境，造福後代而共同努力。所以人類為使地球更永
續，宗教與環保團體開始提倡素食、環保、救地球（星雉大師，2006）
。Felicity
(2010) 指出聯合國強烈呼籲人類必頇減少食用動物性產品，邁向無肉、無
奶飲食，才能讓世界免於遭受氣候變遷的嚴重衝擊。王素梅等人（2008）
在台灣食品消費調查統計年鑑指出台灣素食人口約佔 10%，其中全素人口
約佔 2%，由此推估全台素食商機高達 590 億元。因此國內投入素食產業的
業者越來越多，但是瞭解消費者背後消費的動機為何？才是本文在意的重
點之一。然而，Carmen 與 Sybille (2003) 認為要讓環境更永續，綠色食品
應該是在國內尌地培養，而非從國外進口，且應該是以有機或是以傳統的
方法種植，是時令新鮮的而不是冷凍的，是不包裝的，是支持公平貿易。
綠色食品不僅僅是有機種植，這個詞應該也暗示著國內綠色種植、季節性
的、新鮮的、更少包裝的食物以及食品的公平貿易 (Carmen & Sybille,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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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Norway (1994) 定義「永續消費(sustainable
consumption)」是讓有用的商品和服務去回應人們的基本需求，帶來更好的
生活品質，同時減少使用的自然資源、有毒物質、廢物排放和污染物的生
命週期，以免危及未來的一代。而「永續消費」也經常被稱為「綠色消費」，
兩者都是在永續的前提下，所進行之消費行為 （于寧、賴明伸，2000）。
Alan (2005) 認為放棄豬排、羊肉片、雞肉堡，選擇素食者是可以減緩全球
變暖，甚至比減少使用石油與天然氣來的更有效果。所以為使地球更永續，
素食消費也被認同是一種可以保護地球的實際行動方式。
然而，永續消費的盛行，衍生出眾多素食飲食的方式。素食飲食的範圍
包括蔬菜、牛奶、奶製品和蛋類，排除所有的肉類食品（肉或魚）
，而素食
主義者，只可以接受植物飲食，不含任何動物性的食品，如牛奶，奶製品
和雞蛋 (Baroni, Cenci, Tettamanti & Berati, 2006) 。張素瓊（2007）將素食
飲食分為全素、蛋素、奶素、蛋奶素與瑜伽素，其中瑜伽素還包括五辛素(不
吃洋蔥、大蒜、蔥、韭菜、興渠)等。Gary (2009) 認為除了上述五種素食習
慣外，也有消費者為了健康而選擇半素(吃牛肉、家禽、魚類，但食用次數
一周一次或少於一次)。在永續概念的推廣下，讓素食人口不斷的增加，因
此，也漸漸的越來越多學者去研究素食者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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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ges 與 Fernandes (2004) 指出價值觀是一個持久的信念、一個特定的
行為方式或一個特定的結束狀態，價值觀是個人和社會取得的替代行為方
式或最終的存在狀態；終極價值觀是人們對於所關心且想要的理想人生最
終存在之狀態，工具價值觀關注的是人們的行為舉止如何表現在生活與定
義上。因此，工具價值觀會影會響人們的行為達到終極價值觀 (Lesley,
Stavros, & Phillip, 2007) 。
以往的素食消費相關研究中得知，消費者會針對餐廳本身的產品、服務
品質、用餐環境與氣氛、外觀及地點，評估下次是否再購（王以莊等人，
2007）
。在素食消費動機研究中，又以健康需求最為重要，素食可以預防疾
病、少油健康並且可以控制體重，其次為宗教道德，除了宗教信仰外，保
護動物與保護環境也是消費者之重要消費動機 (Tysiachniou & Kuliasova,
1998；Susan & Gwen, 2002；Davidson, 2003；Naomi, 2009；邱聯榮，2009) 。
若要影響消費者購買動機，商家應該教育消費者利用個人消費來維持環境
的可持續發展，尤其是關於有機、公平貿易和減碳的永續概念。
以往素食消費動機研究顯示，有宗教信仰者較會因宗教道德與保護生態
而食用素食；無宗教信仰者則較考量經濟因素、健康關係、個人因素（林
靖權、蔡進發、葉時碩，2006）；然而消費者在選擇素食餐廳類型時，考
慮因素則來自於嚐詴各國不同道地口味、好奇心、體驗異國情調（鄭富元、
葉龍泰、陳文正，2010）。過去的素食研究中多以詮釋吃素動機為何，較
3

少去探討素食者是如何透過需求去驅動消費決策。方法目的鏈理論主要的
目的正好是在了解消費者決策選擇的原因，並以階層之間的鏈結來解釋消
費者的行為 (Olson & Reynolds, 2001) 。方法目的鏈理論真正重要的是階層
之間的關聯，MEC理論是一種可以很容易找出產品的「屬性」、「結果」與
「價值」，並且從階層之間得出產品屬性為使用者帶來的意義與使用動機
(Vero, Erik, & Bieke, 2012) 。階層之間涉及到人們購買行為的認知結構；包
括產品「屬性」
、
「消費結果」或「由產品產生的好處」以及「個人價值觀」
之間的連結 (Chiu, 2005) 。因此，本研究使用方法目的鏈理論探討素食消
費對消費者的個人意義以及這些意義如何展現在消費決策中，希望能更有
效的引導業者將消費需求轉換成行銷策略。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價值是一種驅動行為的重要動力，也被有效用以解釋消費者的消費行為
(Anna & Mattila, 1999；Zanoli & Naspetti, 2002) ，而方法目的鏈(Means-End
Chain; MEC)理論則是一種用於探索價值的研究工具，不僅能解釋消費者為
何消費，同時也可解釋消費動機如何驅動其消費行為 (Gutman, 1982) 。為
此，本研究運用MEC進行素食消費的決策認知研究。具體而言，本研究主
要目的希望探討：（1）探討素食飲食能為消費者帶來哪些消費利益？又能
滿足顧客消費哪些目標與價值？（2）建構素食消費的價值層級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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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
第一步驟確立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接著蒐集相關文獻進行整理與彙
整，以瞭解文獻之意義及應用其理論，再依據研究目的建立素食主義者之
永續消費研究架構，緊接著進行問卷設計、訪談與資料蒐集，問卷完成後
便開始針對訪談資料做結果分析與解釋，最後將實驗結果做出結論與實務
之建議（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及研究目的




相關文獻探討

素食消費
方法目的鏈
價值觀

建立研究架構
依據學者對素食之定義
篩選受訪對象，共計訪問
60 位素食飲食消費者。

問卷設計、訪談與資料蒐集

資料分析與解釋

研究結論與建議
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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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永續與素食消費
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最早在一九八七年聯合國與環境
發展委員會所發表的「我們共同的未來」 (Our Common Future: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中提出，人類正面臨重大「經
濟」、「社會」和「環境」問題，同時提出了「永續發展」的概念：人類有
責任使開發持續下去，使之滿足當前的需要，最重要的是不能危及到下一
代。環境問題將會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石 (Keith, 2006) 。然而永續發展之觀
點往往包含以下幾個概念，正確使用資源、保障下一代的權力、保護自然
環境、減少使用不可再生的資源、活絡經濟和多樣性，社區自立發展，個
人福祉與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 (Esther & Edwin, 2012) 。
在一九八七年聯合國提出永續發展之概念後，接續在一九九二年召開聯
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UNCED）（又稱地球高峰會議），會議中採納「里
約宣言」、「二十一世紀議程」及多項國際公約。「里約宣言」針對「經
濟」、「社會」和「環境」提出 27 項原則，其中第八條「減少不可持續的
生產和消費模式」針對環境保護提出實際作法，條約目標是實現可持續發
展和較高的生活質量，所有的人與各國應減少和消除無法持續的生產和消
費模式，並推行適當的人口政策。
6

一、

永續消費之定義

(一) 永續消費
永續消費源貣於 1970 年歐洲末期，德國首先於 1977 年推出藍天使計
畫（BlueAngle Mark）
。
「藍天使」計畫目標為引導消費者購置較環保之產品，
例如：減少製程和可回收之材料、少包裝或環保包裝等，來減少對環境的
影響。藍天使計畫是以一種環保標章做為市場導向的環保政策。期盼人們
可以藉由消費行為改善生產產品之不必要原物料、能源之浪費，以有效提
升環境品質。爾後學者們也針對永續消費做了更精準的定義。
挪威環境部（1994，1995）認為永續消費是讓有用的商品和服務去回應
人們的基本需求，帶來更好的「生活品質」，減少「自然資源」、「有毒
物質」的使用，以及縮短「廢物排放」和「污染物」的生命週期，避免危
及未來的下一代。
永續消費是消費者對「材料」
、
「產品」與「服務」的選擇，而且是必頇
與環保相符 (Hazel, 2008) 。永續消費是人類的基本需求，包括「公平」
、
「生
活質量」、
「資源有效利用」、
「減少廢物」、
「生命週期思惟」、
「消費者的健
康」、
「安全」與「消費者的主權」 (Mont & Plepys, 2008) 。永續消費是人
類在發展的過程中，減少對地球損害的消費模式，而且此模式可以在整個
地球被複製使用 (Hertwich, 2005) 。因此，林秀萍與楊美都（2008）認為永

7

續消費應該使用「當地」
、「當季」之食材，由於食物運送過程愈遠，消耗
能源將會愈多，排出的二氧化碳也會隨之提升，將使地球增加更多的負擔。
(二) 綠色消費
綠色消費廣泛定義是消費者採用「環保行為」或「購買符合綠色產品」
的替代品 (Prem, Gloria, & Daleen, 1993)

。綠色消費是對人類與動物健康無

害；在「生產」、「使用」、「廢棄」之過程對環境影響最小；不會有過
度資源或能源浪費；不過度的包裝產品；不對動物進行實驗與殘害；不使
用稀少資源作原料的消費模式(黃恆獎、蕭廣中，1995)。
綠色消費包括對產品進行修改、對生產過程的變化、包裝的變化以及廣
告的修改…等，總而言之，綠色消費的主要目的是在滿足人類的需要或想
要的任何交流等活動中，對自然環境產生最小的不良影響(Leigh, 2010)。因
此，綠色產品通常是「無毒的」、「可回收的材料」或「最小包裝」；綠
色食品是「有機」、「無毒」、「水性」、「自然」；綠色電器則是「可
以節能」、「減少廢氣排放」 (Ottman, 1998) 。以下針對綠色消費統整定
義之(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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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綠色消費定義
研究學者
Prem et al.(1993)

綠色消費定義
消費者採用環保行為或購買符合綠色產品標準的替代
品。

Peattie (2001)

消費者選購對環境衝擊最小的商品，以達到消費目
的，是一種永續性和更負責任的消費方式來消費。

林明瑞與包沛然 (2004)

在可維持基本的條件下，降低對自然資源與毒性物質之
使用及污染排放。
4R： Reduce（減量消費）、Reuse（重複使用）、Recycle

Gilg、Barr 與 Ford (2005)

（回收再生）、Refuse（拒用不環保產品）
3E：Economic（講求經濟）、Ecological（符合生態）、
Equitable（實踐平等）

陳欽雨與高宜慶(2005)

應購買從原料生產、供應及取得為貣點，到商品的研發、
設計及製造，以至產品的行銷、販售、消費及回收終點，
均以環保觀點出發的產品

許鈞維與黃嘉彥（2009）

綠色消費主要包含拒用、重複使用、減量及資源回收等
環境行為。

連經孙與陳育詵(2010)

消費者對餐廳的綠色環保看法和了解程度、知識的獲得
和使用，以及消費者在購買前所考量之內外因素，符合
國內推動之綠色消費精神。

Leigh (2010)

使自然環境產生最小的不良影響，以滿足人類的需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述得知「永續消費」與「綠色消費」的定義上非常相似。在過去的
研究中「永續消費」與「綠色消費」，兩者經常被交互使用 (周秀蓉、康雅
雈、張惠芳、郭湘鈴、游明華，2010；陳欽雨、高宜慶，2005；杜瑞澤、
吳志南，2005；Prem et al., 1993) 。由於兩者都是以永續為出發點，難以做
出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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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綠色消費之動機
消費者為何願意採取綠色消費的因素相當多，可能來自於信賴他人的信
念或者是不想違背心中的道德標準 (Karine, Richard, & Kjell, 2006) 。這些
道德標準包括公司願意將錢捐給慈善機構、雇用少數民族、避免公司的產
品使用動物產品測詴或參與社會不受歡迎的活動或行業？都會是增加消費
者購買產品之意願

(Robert & James, 1999) 。近年來的媒體與廣告宣傳，

也促進了消費者對環保意識的提升，因此消費者更加關注日常生活習慣對
環境之影響

(Krause, 1993 ; Mark et al., 2005) 。因此，政府也可以推動環

境稅或綠色產品補貼來刺激綠色消費

(Karine et al., 2006)

。總而言之，

企業應該投入他們的業務在綠色營銷與綠色投資上，這種努力可以幫助拯
救環境外，並且在產品上可以獲得更強的消費群，增加銷售收入，並獲得
競爭優勢(Leigh, 2010)。即使綠色產品的價格較高，只要綠色產品的優勢是
符合消費者期望的，消費者依舊願意購買綠色商品

(Prem et al., 1993) 。

面對生態危機，是否接受綠色消費，最重要的還是取決於消費者的「環保
知識」
、「態度」、
「價值觀」和「消費者的做法」 (Mansaray & Abijoye,
1998) 。若要使環境更永續尌必頇教育消費者，讓消費者瞭解消費行為所
造成的環境後果，使消費者對環境保護有更深一層的體認，並提供改變其
偏好選擇之方案，來詴圖改變消費者之消費型態（陳俊宏，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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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n (2005) 認為在不包括飼料生產、機械屠宰、包裝運輸與冷藏的間
接排放過程，人類的能源有21％是運用在飼養家畜。全球暖化的元凶有一
半是甲烷排放所造成的。甲烷的來源，除了煤礦業和垃圾掩埋以外，最主
要的是畜牧業，畜牧業用了地球30%的土地，1年可製造約1億噸的甲烷，不
僅帶來生態危機，更造成全球糧食短缺與糧價高漲（林秀萍、楊美都，
2008）。若要讓消費者優先選擇永續飲食，教育消費者是最好之作法，唯
有教育消費者看清楚全貌，真正瞭解糧食安全與重要的生態系統服務，並
為人類良好健康和動物福利著想

(Arto & Tuula, 2012) 。

Baroni et al. (2006) 則認為在同樣的生產方式下，不均衡的飲食方式、
大規模的肉類飲食與化學品的生產方式都將會為環境帶來更大的影響。因
此，United Nations (2010)農牧業對環境帶來的衝擊，不斷的增加甚至比石
化燃料業更為嚴重，如果要減輕農牧業對環境帶來的衝擊，唯一可行的辦
法，只有靠全世界大規模的飲食改變，減少肉類飲食。釋證嚴（2009）綠
色飲食是有助於健康，還能減緩溫室氣體的增加，對大地、氣候都有幫助。
除了減少肉類、選擇素食飲食外，有機的素食飲食才是減緩環境變遷的有
效方法 (Baroni et al., 2006) 。
由上述得知，綠色消費建構在人類的食、衣、住、行、育、樂的生活上，
所有的消費過程必頇符合「環保」且可以「減緩氣候變遷」的理念。素食
飲食剛好符合綠色消費模式，加上近年來社會團體的推廣，讓素食消費逐
11

漸受到重視，但是促使消費者購買選擇素食之因素為何？才是業者關心的
議題，因此，本研究透過MEC理論建構出素食者消費的價值層級結構。
二、

永續素食消費

（一）素食飲食定義
最早的素食是貣源於地中海地區。古希臘的許多智者都提倡素食，其中
的畢達哥拉斯可能是最早的素食者，所以，在1847 年英文―Vegetarian‖一詞
出現以前，不吃肉的人通常被稱為畢達哥拉斯信徒或追隨者（何宏，2006）。
素食飲食真正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是1847 年誕生於英國曼徹斯特的第
一個素食協會，此後，素食主義運動也在其他西方國家流行開來，絕大多
數西方國家都相繼成立了自己的素食協會。1908 年，國際素食者聯合會
（IVU）誕生，為素食主義在世界各國的推廣貣到了重要的作用（何宏，
2006）。
素食飲食是一種信仰與生活方式，食物的選擇對素食者來說是一種信念
的表達，包括道德、倫理信念，健康也是重要信念之一

(Annet, Pieternel,

Annette, & Cees, 2004) 。陳幸復（2002）認為素食的種類大致上可歸類成：
(1)蛋奶素食或是奶素食(lacto/ovo-or lactovegetarian)，(2)全素食(vegan)，(3)
排斥牛、羊、豬肉，但是偶爾吃海鮮，(4)以上三種種類的變化。
Gary (2009) 對素食種類的定義為：純素食指不吃牛肉、家禽（雞、鴨、
鵝…等）、魚類、奶蛋類。奶蛋素指不吃牛肉、家禽（雞、鴨、鵝…等）、
12

魚類，但是可以食用奶或蛋或者蛋奶皆可。魚類素食指食用魚類、奶、蛋，
肉類食用則一個月少於一次。半素指吃牛肉、家禽（雞、鴨、鵝…等）
、魚
類，但是次數極少，甚至一週少於一次。
張素瓊(2007)學者將素食飲食定義的更為精準，「全素」指食物完全來
自植物食品；全素之外會再食蛋製品者為「蛋素」，若再，食用奶製品者
為「奶素」，兩者都可食用者為「蛋奶素」；並增加「瑜伽素」素食者，
將食物分為悅性食物、惰性食物、變性食物三類：「悅性食物」一般是指
自然的食物，沒有過度烹調，也沒有加入過多調料的食物，如蔬菜（洋蔥、
大蒜、蔥、韭菜、菇類除外）、水果、五穀雜糧、堅果類、豆類、奶製品
等。「惰性食物」是指所有非蔬菜、水果的食物或經過多次烹調的食物，
會讓我們感到慵懶，如大蒜、肉類、魚、蛋、洋蔥、味精、菇類、木耳、
芥茉、酒等。「變性食物」指烹調過度或加入過多調料的食物，會改變食
物的自然味道，或讓我們過度興奮，思惟速度加快，身體變得坐立不安，
如巧克力、咖啡、茶、刺激調味料、碳酸飲料等，因此「瑜伽素」又稱作
「五辛素」。
而本研究將各學者所提出的素食飲食種類統整成最常出現的六大類素
食飲食(表 2-2)，包括完全素食、奶蛋素、奶素、蛋素、五辛素與半素，並
在本文中將這六種素食習慣者定義為「素食者」，希望藉由方法目的鏈去
探討各類素食者，在選擇素食飲食時考慮因素與內心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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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素食飲食分類
研究學者

種類
素食者或完全
素食者

定義
不吃肉，家禽、魚及它們的副產品。

Gary (2009)；

奶蛋素

Baronim et al.

奶素

除了吃奶製品之外，其它與完全素食者一樣。

(2006)

蛋素

除了吃蛋製品之外，其它與完全素食者一樣。

半素
張素瓊(2007)

五辛素

除了吃蛋和奶製品之外，其它與完全素食者一樣。

吃牛肉、家禽（雞、鴨、鵝…等）
、魚類，食用肉
類次數一周一次或少於一次。
不吃洋蔥、大蒜、蔥、韭菜、興渠，其於的與蛋
奶素相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素食消費動機
大部分的消費者願意減少肉類飲食，漸漸的開始使用素食的原因，往往
來自價值觀的轉變，他們認為素食消費是健康的、可以降低肉類生產的環
境成本、對動物飼養的方式感到震驚，不想支持殘暴飼養方式

(Arto &

Tuula, 2012) 。消費者瞭解選擇健康的食品是一種明智的選擇，但是，這
些健康食品往往無法與美味畫上等號，所以必頇有經驗可以說服消費者健
康食品非常美味，關鍵尌在備料、食材選擇與服務的方式上

(Leitzmann,

2005) 。素食消費者對於生態產品有著積極的消費態度，並認為素食與肉
食相較之下是更健康的，而且素食者會更關注在新產品的食材訊息標籤
(Annet et al., 2004)。關心的內容大約可分為以下四個方面，個體(口味、健
康和使用)；社會(心理、文化和倫理)；環境(生態)和經濟(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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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tzmann,

2005) 。林靖權、蔡進發與葉時碩（2006）認為一貫道與佛教消費者吃素
的原因，有一大部分是因為尊重生命；而道教吃素原因則是為了清淡口慾；
無信仰者不強求非得要吃素，但吃素的原因可能只是為了身體健康，抑或
是個人因素。健康一直是許多素食消費者認為重要因素之一，素食飲食可
以預防疾病、減緩病狀。其次消費動機則與倫理道德、動物福利有關，少
部分消費者則是因為害怕肉的氣味、宗教與環境保護因素

(Fox & Ward,

2008) 。
綜合上述與素食相關研究統整表格(表2-3)，從以往素食消費動機的相關
研究中發現，有一些素食飲食研究會以宗教的角度出發，探討宗教信仰者
選擇吃素的動機

(Davidson, 2003；林靖權等人，2006)

。以往研究發現

不同宗教信仰者對素食飲食方式與消費動機會有所不同(Davidson, 2003)。
素食者對自己的飲食方式擁有高積極度的信念 (Povey, Wellens, & Conner,
2001) ，即使身邊所有人反對，依舊會不顧周遭之反對，堅持自己所認同
的素食飲食消費模式

(林靖權等人，2006；Naomi, 2009) 。大多的素食研

究中，素食者吃素動機又以健康因素最重要，其次包括了動物福利、環保、
對肉類有厭惡感、宗教因素等 (Tysiachniou & Kuliasova, 1998；Susan &
Gwen, 2002；Davidson, 2003；Naomi, 2009；邱聯榮，2009) 。不同的吃素
動機，會衍生出不同的素食消費方式(Davidson, 2003)。不同的價格、健康
狀況、傳統、思想也會有不同的飲食喜好（Tysiachniouk & Kuliasova,
15

1998） 。由此得知，消費者的「消費動機」
、
「宗教信仰」與「個人信念」
三者之間有高度連結

(Povey, Wellens, & Conner, 2001；Davidson, 2003；

Naomi, 2009；林靖權等人，2006) 。近年來在永續消費的推廣下，素食已
成為一種潮流。業者若要抓住素食商機，必頇了解吃素動機外，素食者是
如何透過需求去驅動消費決策也相當重要，但在素食研究中較少去揭露素
食者是如何透過個人信念或價值去驅動消費決策，因此，本研究將使用MEC
理論探討之。
表 2-3 素食飲食相關研究
研究學者

Tysiachniouk 與
Kuliasova (1998)

Povey et al.
(2001)

Susan 與 Gwen
(2002)

研究對象

45人

111位

193位婦女

研究摘要

研究結果

(1) 發現價格、傳統、健康
水平和思想影響食物的
(1) 探 討 營 養 選 擇 的 動
喜好。
機
(2) 研究組織傳播的思想影
(2) 特 別 組 織 的 營 養 建
響了居民的消費選擇。
議是否跟參與者的
(3) 16%飲食選擇是為了健
實際食物喜好相符
康飲食糧食；16％選擇
(3) 意 識 形 態 和 宣 傳 對
素食者強調動物權力；4
食物喜好的影響。
％則認為選擇營養食物
是被普遍認同的。
調查肉食、肉類逃避與 不管是素食者或肉食者，對
素食飲食消費者，遵循 自己的飲食方式都會呈現
每個飲食習慣的態度差 最積極信念與態度，並用消
異和信念影響程度。
極態度面對不同飲食方式。
消費者素食與否，都關心的
探討素食消費者在素食 問題包括
前與素食後對肉類與奶 (1) 食物的安 全度 (如出 現
類食物之看法。
的污染因素)
(2) 關心動物福利問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6

表 2-3 素食飲食相關研究(續)
研究學者

Davidson (2003)

林靖權等人
（2006）

研究對象

研究摘要

研究結果

宗教資料
蒐集分析

探討六種不同宗教在飲
食和宗教之間的各個環
節上的相似與差異之地
方。

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傳統飲
食是最全面性的，涉及「倫
理」
、
「生態」
、
「末世論」和
「精神」等問題。

522份問卷
素食消費
者

(1) 不同宗教受訪者對素食
之偏好、消費動機、消
以宗教信徒為出發點，
費阻礙亦不同
了解不同宗教信徒對素
(2) 受訪者素食消費動機大
食之偏好、消費動機、
部分遠高於素食消費阻
消費阻礙、重視度、滿
礙，因此受訪者仍會克
意度與忠誠度之研究。
服阻礙因素，而選擇享
用素食。

Fox 與 Ward
（2008）

在國際人種學研究的留
33位素食
素食主義的主要消費動機
言板透過網路訪談方
者（網路訪
包括「健康」和「人道的動
式，探討素食主義者的
談）
物飼養方式」。
動機。
136名奶蛋

PETRE (2008)

邱聯榮（2009）

Naomi (2009)

素與208名
肉食者

303位素食
消費者

9位素食主
義者

從蛋奶素人口中找出文
化參數和個人動機。

吃素原因有可能是因為他
們的「健康狀況」或「獲得
心靈健康」所採取的行為。

1. 消費動機方面，消費者
對「吃蔬食可預防疾病」
之反應平均數為最高。
2. 滿意度方面，對「服務
分析台中蔬食餐廳消費
人員主動帶位」之反應
者對消費動機、滿意度
平均數為最高。
與忠誠度之反應情形。
3. 消費者對忠誠度之「我
會推薦這間餐廳給我的
親朋友」之反應平均數
為最高。
1. 素食者對環境保護是積
探討素食主義者和在膳
極的。
食選擇上一個人的自我 2. 素食者是不願意參與商
業化的動物養殖。
認同對環境、動物福利
3.
不在意他人對素食提出
的感知影響因素。
反對的意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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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價值觀

一、價值觀之定義
Sapna、Santosh 與 Upinder(2004)

將價值觀作了狹義與廣義之定義，

狹義的定義是物體的吸引力；廣義的定義是抽象的社會指導原則。在有意
識的目標下，人類生存的價值觀普遍有三個要求：生理需求、協調社會交
際的必要條件、團隊的生存與運作

(Schwartz, 1996) 。價值觀代表了個人

及社會對某些方面的渴望，這些渴望與人類的欲求、讚許、值得感、美麗
及善良有關（李柏英，2002）。價值觀是依個人喜好在不同的情況下所採
取的所有行動或抽象的生活目標原則 (Sapna, Santosh, & Upinder, 2004；
Kluckhohn, 1951) 。 Lee (1996) 將價值觀分為「受益價值觀」與「受損
價值觀」，受益價值觀指消費者透過情境後果的價值觀，得到想要之利益，
受損價值觀則是受到損失。因此，Sagiv 與 Schwartz (1995)

認為了解消

費者的利益行為與態度是很重要的，價值觀是會因為國家不同與研究的主
題不同，而產生不同特殊意義的價值觀。最重要的是這些情境後果若為正
向，消費者則容易對此情境產生正向之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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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1996) 。

Rokeach (1973) 將價值觀分為目的價值觀(terminal value)和手段價值觀
(instrumental value)，並認為價值觀是一種持久信念，是個人或社會對某種
特定的行為模式或某種存在的終極狀態之偏好。價值觀在小時候從生活環
境及文化中學習而來，並依強度而形成自己的價值體系；因此，成年之後，
常會尋求與自己在小時候所學到之價值觀相符的環境（王毓敏、林繼正、
陳月嬌，2008）。個人會經由社會化過程，學習並建構價值觀，價值觀隨
著人格發展逐漸內化並成為個人人格的一部份，隨時隨地影響個人的行為
（章宏智，2007）。Schwartz (1996) 認為價值觀等同於值得擁有、超越情
境、呈現不同重要性，成為人們生活的指導方針。
二、價值觀的分類與衡量方式
Rokeach (1973) 認為價值觀在許多有關於人類行為科學研究中，行為過
程雖然有明顯不同的利益，但最終都能夠被統一。在研究結果進一步的針
對價值觀提出「終極價值」與「工具價值」兩大概念(表 2-4)。終極價值是
指理想的最終狀態，尌是一個人一生中想實現的目標，可能會在不同群體
之間與不同文化的人都會有所不同。工具價值則是為達成個人終極目標的
理想行為規範，如果我們依照工具價值中所列的方式進行生活，我們將可
以獲得我們想要的終極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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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Rokeach 價值衡量表
終極價值
世界和平(免於戰爭或衝突)

全國的安全(不受攻擊)

家人的安全(照顧所愛的人)

成尌感(永恆的成尌)

自由(獨立、自由選擇的權力)

內在的和諧(免於內心衝突)

平等(人人親如手足，所有權利義務平等) 舒適的生活(富足安樂的生活)
自尊(自重自愛)

成熟的愛(生理與心理的親密)

快樂(滿足)

美麗的世界(充滿自然與藝術之美)

智慧(對人生的成熟看法)

歡樂(享受悠閒的人生)

救世(救贖，永恆的生命)

社會肯定(尊敬、崇拜)

真正的友誼(親密的夥伴關係)、

刺激的生活(刺激感、活動力旺盛的生活)

工具價值
野心(認真工作、充滿抱負)

想像力(敢冒險、有創意)

心胸開闊(心胸開放、無偏見)

獨立(自給自足、自信)

勝任能力(有效率、勝任工作)

理智的(智力、思考能力)

感到愉快的(輕鬆愉快的、開心的)

邏輯性(一致性、理性)

乾淨整潔(有條不紊)

愛(感情、溫柔)

勇敢的(堅持自己的信念)

順從的(有責任感、可敬)

寬恕的(願意原諒他人)

禮節(有禮貌的)

對他人有助益的(為他人的福祉而努力)

責任感(可靠、可信賴的)

誠實的(真誠、誠摯的)

自制能力(紀律嚴謹)

創造力

資料來源：Rokeach (1973)
價值觀研究重要之目標，涉及態度、行為與背景三個變數之間的個別優
先順序。當消費者受到一個或多個價值觀衝突時，消費者會激發出意識中
之重要價值做為指導原則，並拋棄不重要之價值，然而，如果只是習慣，
消費者只需做出自然之反應回應之

(Schwartz, 1996) ，以下是 Schwartz

(1996) 所提出 10 大常見之重要價值觀(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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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Schwartz 價值衡量表
權力(社會地位和威望)

救世(保護人類與自然的福利)

成尌(個人能力透過社會舞台展現)

善良(樂於助人、誠實、寬容)

享樂主義(快樂與感觀的滿足)

傳統(尊重、接受習俗和觀念)

刺激(興奮、新奇、生活與挑戰)

遵從(違反社會期望或規範的約束)

自主性(獨立的思考與行動的選擇)

安全(和諧和社會穩定)

資料來源：Schwartz (1996)
價值觀可能會塑造一個與價值觀相近的行為，直到消費者在做完決策為
止，而且，價值觀的間接影響會經由消費者的參與和態度有所不同
。以下是

Boer Hoogland, & Boersema, 2007)

Brindley (1989)

(De
參考

Rokeach 價值觀的分類衡量方式，將中國人傳統價值歸類成五大種類，包括
人、道德、家庭、權利與生存（表 2-6）。
表 2-6 Brindley 中國傳統價值衡量表
價值觀種類
人

價值觀內容
仁、人情、關係、面子

道德

仁、義、禮、恕、中庸、自律、互惠、報答

家庭

尊重父母、維持家庭和諧、祭祖、傳嗣

權利

相信高位者的統治權力、服從權威、強調階級地位

生存

實際、生存、物質主義

資料來源：Brindley (1989)
價值觀的衡量表會因為不同的國家、傳統、文化而有所不同。在學術
上有相當多的研究，會以價值觀理論建構不同消費種類的衡量表，探討消
費者行為背後動機，本研究在下一小節作更多的價值觀相關研究之整理。
21

三、價值觀相關研究
從以往的價值觀相關研究得知，價值觀是一種消費者的長久信念，消費
者為了維持此信念，會不斷的去執行某一種行為。如在消費者飲食上會因
為「自我尊重」與「享受生活」而去選擇有機蔬菜

(George & Athanassios,

2005) ；學生會因為使自己達到「滿足感」與「成尌感」而在學習上做更
多的努力犧牲

(Lesley, Stavros, & Phillip, 2007) 。同樣的行為在不同的消

費族群、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也會有所不同的價值觀產生，如中國會計從
業人員和中國會計專業學生的個人價值觀，會因為是否已經從業而有所不
同

(George, Zhenzhong, JianAn, & He, 2009) ；而頂端數學與科技碩士生

的個人工作喜好與人生價值觀也會因為性別的差異而有所不同

(Ferriman,

Lubinski, & Benbow, 2009) 。
本研究又將以往的價值觀研究分為三大類「消費價值觀」
、
「個人價值觀」
與「工作價值觀」
。消費價值觀主要探討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消費的選擇
與價值為何

(George & Athanassios, 2005，高立學、劉冠妤 2009) 。個人

價值觀主要探討價值觀對個人行為之影響在生活上

(Lesley et al., 2007；

Shaul & Oded, 2008) 。工作價值觀則是探討個人價值觀是如何影響消費者
在工作職場的工作行為模式

(王毓敏等人，2008；Liisa, Soile, & Kaija,

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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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消費者的行為模式，是可以從個人價值觀推導出來。而且相
當多學者會將價值觀運用在不同的消費模式上，探討不同消費行為價值
觀。但是往往這些價值觀只能解釋一部分的消費者行為模式，MEC 理論是
一個簡單的工具，可以了解消費者決策選擇的原因，並以階層之間的鏈結
來解釋消費者的行為

(Olson & Reynolds, 2001) 。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

MEC 理論，探討消費者吃素的價值階層，並且補足消費者內心之價值認知
與行為反應不足之處。
表 2-7 價值關相關研究統整
研究學者

George 與
Athanassios
(2005)

Lesley et
al.(2007)

Matthew,
Karla, Thomas
與 James
(2007)

研究對象

研究目的

研究結果

發現兩項內在價值：
使用驗證性因素分析，瞭 (1)自我尊重 (2)享受生活
250 位有機
購買者

解希臘有機食品消費者的 希臘消費者購買有機產品
消費情況在 list of values 背後的主要動機：
(LOV)的價值衡量模式。 (1)健康 (2)口味更好的有機
產品

針對學生發
放 122 份問
卷調查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個人
價值觀和知覺價值在服務
環境之間功能性的關係，
特別是在教育領域。

他們認為從教育體驗中獲
得特定「資格」或「獎勵」
是可以得到滿足感，即使個
人有所付出與犧牲。

865 人(最近
更換住宅或
打算換住宅
地區)

探討消費者個人價值觀與
建築環境的之間關聯，對
九種地點(工作、學校、購
物、娛樂…等)交通工具選
擇方式之影響。

旅行者對「城市的條件」與
「環保問題」的個人價值觀
與態度會影響選擇步行與
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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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價值關相關研究統整(續)
研究學者
Shaul 與
Oded (2008)

王毓敏、林繼
正與陳月嬌
（2008）

George et al.
(2009)

研究對象

185 位學生

130 位嘉義
大學 EMBA

454 會計從
業者和 126
名研究生

研究目的

研究結果

程式碼貢獻者重視利他主
探討原始碼開放專案中分
義。
享原始碼的個人價值觀與
貢獻程式碼之動機包含：
動機類型。
(1)贏得聲譽 (2)自我發展
學習動機與學習行為間有顯
探討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著關聯，其中以「求知興
的個人屬性、學習動機、
趣」、「外界期望」、「社
價值觀、學習障礙及學習
交接觸」、「職業進展」的
行為等因素之關係。
學習動機較為顯著。
從業已久的會計員有四個最
低評價的價值觀：
(1)社會權力 (2)刺激的生活
(3)熱誠的 (4)接受自己的生
究探討中國會計從業人員
活
和學生的個人價值和價值
類型
會計專業的學生的四個重要
價值觀：
(1)忠誠的從業人員 (2)精采
的生活 (3)公平 (4)接受自
己的生活

高立學、劉冠
妤(2009)

411 位受訪
者

詴圖找出和到玉山國家公
園旅遊有關的價值觀，比
較玉山遊客「無經驗」、
「輕度」、「中度」和「重
度」經驗之價值觀差異。

有經驗比無經驗者重視
(1)美麗世界 (2)保護環境
(3)自然融合為一
輕、中度比無經驗者較「勇
敢愛冒風險」。
重度經驗者較不重視
(1)歡樂和生活享受 (2)財富

Liisa et al.
(2010)

599 位科大
學生

即使對傳統的價值觀研究增
探討職業道德的教育在同
加回歸模式，個人主義（享
理心變數、個人價值觀和
樂主義）與集體主義價值觀
道德推理之間的影響關
（傳統與仁）是可以預測個
係。
人利益的行為模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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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方法目的鏈
一、理論觀點
方法目的鏈模式理論（Means-end chains）是由 Rosenberg (1956)所提出
的「期望-價值」理論(expectancy-value theory)所衍生出來的，該理論認為當
顧客在作消費行為的選擇時，顧客會先考慮他所能夠藉由產品特徵或是屬
性可以得到的消費結果及利益，且顧客會學習將所得結果與特定屬性相互
聯結，並藉由結果當中得到價值。
方法目的鏈理論最早是由 Rokeach（1973）提出，認為每一個人都會有
個人的價值體系(value system)。之後，

Gutman (1982) 將方法目的鏈理

論（Means-end chains）延伸至行銷學上，提出以價值為核心的「屬性-結果
-價值」理論，屬性是具體的（如顏色）或抽象（如味道）產品特點。結果
是產品提供給消費者使用過後產生的任何結果（功能或心理社會）
；價值則
可以是工具價值或終極價值，終極價值是優先選擇存在的最終狀態；而工
具價值是認知行為的優先選擇模式。該理論假設消費者會在心中對於產
品、服務或者消費行為賦予某些意義，而此意義與個人自身內心價值之間
存有某種關聯性，可依抽象程度的高低分為產品「屬性」、「消費結果」
及「個人價值」三個層次，如圖2.3.1所示，其主要概念為消費者會將產品
「屬性」視為達成目的之方法，藉由目的可以產生「結果」或是利益，以
此反映出消費者內心的「價值」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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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
values

結果
consequences

屬性
attributes

圖 2-1 方法目的鏈模式
資料來源：Gutman, (1982)
MEC模型強調產品對一個人的重要性，是來自於價值觀，而非產品本
身。以下有四個假設來支持這個理論。(1)個人價值定義為最後的理想狀態，
價值會發揮主導作用，引導消費者的選擇；(2)產品種類多樣性是為滿足人
們需求和價值觀的潛在手段；(3)所有人的行為都有結果；(4)人們習慣一個
特定的後果與特定動作

(Gutman , 1982) 。從人的角度來看「良好的服務」

與「活動」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屬性」是達成「結果」與「價值觀」的
重要關鍵。但是如果只從「產品屬性」是無法去得知促使消費者「購買產
品 」、「 使 用 良 好 服 務 」 或 「 從 事 某 些 活 動 」 的 決 策 原 因 為 何
(Botschen, 1999)

；因此，MEC理論強調的是階層之間的關聯，透過產品

的「屬性」、「結果」與「價值」階層之間的鏈結，得出「產品屬性」為使
用者帶來哪些「意義」與「使用動機」 (Vero et al., 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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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是一個行動後所期望的達成結果

(Locke & Latham, 1990) 。但是

產品的消費動機是很難被發現的，如果只是直接向消費者詢問「為什麼」，
消費者是沒有辦法意識到自己的決策過程，也不能夠直接透露他的個人原
因

(Zanoli & Naspeti, 2002) 。而階梯法是特別容易表現出人們的目標，

價值觀和特質，MEC的理論是一個很好的架構來達到這個目的，因為它有
一個系統和遵循的階層，MEC模型為了提供一個有效的理論結構，必頇將
消費者的行為聯結貣來形成價值觀 (Tânia, Ana, & Marcos, 2006) 。所以
MEC 是 發 現 消 費 者 賦 予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屬 性 重 要 意 義 之 方 法 。

(Voss,

Gruberb, & Szmigin, 2007) 。MEC的理論主要依循兩個假設：（1）價值是
主導消費者行為的重要因素（2）當人們選擇產品時，將依循自身的價值將
產品分群或分類，以簡化決策的過程 (Gutman , 1982)。
然而，測量 MEC 是一個連續的階段過程，包括 3 個步驟 (Reynolds &
Gutman, 1988) 分別為 (1) 利用啟發的方式，使消費者提出最相關的產品
屬性；(2) 深入訪談過程稱為階梯法，即是揭露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如何
連結產品屬性的結果與價值觀；(3) 推導價值階層圖，使用方法目的鏈描繪
了所有消費者所表達的階梯，即屬性的關聯路徑包括「結果」與「價值觀」。
階梯法是一個典型的訪談形式，主要是使用一連串「為什麼這個因素對你
而言是重要的？」的問題來揭露，其最終目標是要確定關鍵知覺因素在各
種屬性、結果和價值階層之間的聯結。這些聯結與階梯，代表因素間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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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據，作為區分不同產品的消費者價值或一個特定的產品屬性
( Reynolds & Gutman, 1988) 。
二、方法目的鏈之相關研究
在國內外研究中，已經有許多學者將「方法目的鏈」運用在制定產品與
廣告等行銷策略等方面（表 2-8），由於方法目的鏈是一個可以引導出消費
者內心價值的模式，所以許多學者常常將方法目的鏈運用在傳統產品行銷
動機上，例如：Zeithaml (1988) 用於瞭解顧客購買飲品的價值； Zanoli 與
Naspetti (2002) 了解消費者在購買有機產品的動機，而近幾年還有學者將
方法目的鏈運用在服務性產品上，詴圖瞭解顧客在使用產品服務的過程中
的價值認知，例如：Mattila (1999) 以方法目的鏈分析東西方商務旅客選擇
豪華飯店之動機；探討購買愛爾蘭方便食品消費者的人生價值觀與方便食
品獨特的屬性

(De Boer & McCarthy, 2005) 。由此得知，MEC 理論是許

多學者用來探討驅動消費者的消費行為與背後動機的重要工具。台灣的素
食消費動機研究又以量化居多，只能以價值觀來推測消費行為，為能解釋
更深入的素食者消費行為為何。因此，本研究則透過 MEC 理論來挖掘素食
消費者內心真正價值與素食消費過程中素食者在意之重要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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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方法目的鏈相關研究統整
作者

Mattila (1999)

研究對象

研究目的

以 MEC 分析東西方商
61 位熟悉豪 務旅客選擇豪華飯店
華酒店者
之動機，並揭露屬性、
結果與價值階層。

研究結果
客戶在價值上認為持有了豪
華酒店是非常寶貴的，業者
應考慮不同種族的商業旅行
者，有不同的策略定位。

蒐集國內外相關資

林勤豐（2000）

100 位便利
商店顧客

Zanoli 與

60 位有機

Naspetti (2002)

產品消費者

De Boer 與
McCarthy (2005)

十四項服務性產品品項受消
料，整理出 48 項便利
費者重視，有十一項產品品
商店服務性商品，並以
項可以導致消費者有「方便」
MEC 研究法，繪製知
結果感受，三項產品品項可
覺圖，瞭解便利商店顧
以使消費者有「省時」的結
客的「屬性—結果—價
果感受。
值鏈」。
有 機 產 品 消 費 結 果 通常 與
「健康」
、
「想要更好的」
、
「可
使用 MEC 與硬式階梯 口 又 有 營 養 的 產 品 」相 關
法，深入了解消費者在 聯。
購買有機產品的動機。 購買有機產品最重要之價值
觀。
(1) 快樂；(2)幸福

使用 MEC 探討高頻率
購買愛爾蘭方便食品
20 位享樂主 的享樂主義和冒險精
義和冒險精 神消費市場兩大消費
神消費者

享樂主義者：速食消費正面
價值是「節省時間」
、
「方便」
「靈活」，「享受」與「避免
浪費食物」
；但擔心加工食品
對家人的體重與健康有不良
影響。

族群，瞭解這些消費者 冒險精神消費者：速食消費
的人生價值觀與方便 正面價值是「節省時間」
、
「方
食品獨特的屬性。
便」、「靈活」、「每日的膳食
模式」
；但對加工食品的內容
物有所懷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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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方法目的鏈相關研究統整(續)
作者

研究對象

研究目的

研究結果

透過 MEC 以及量性的
問卷發放衡量，探討虛 虛擬通路對顧客價值有「生
何雍慶、霍志強 10 位電視購 擬通路的電視購物特 活情感價值」
、
「娛樂價值」、
與呂佳茹（2005） 物消費者
性和顧客消費的利益 「自主便利價值」重要三種
結果與顧客的價值三
價值之連結。
者之間連結關係。

嚴秀茹、李有仁、
台灣與中國
蕭丞傑 與 李國
各 30 位
書（2006）

運用 MEC 探析台灣與
中國地區與華人的顧
客關係利益之階層關
係，並且比較兩地消費
者特性之差異。

(1)台灣主要價值階層為屬
性「環境親和」
，產生「選擇
簡化」結果以達到「務實性」
價值。
(2)大陸主要價值階層為屬
性「服務周到」
，產生「風險
降低」結果以達到「安全/
保全」價值。

使用 MEC 理論為基

影響數位學習平台的屬性，
依序分別為：

43 數位學習 礎，深入訪談擁有數位
林裕淩、鄭麗珍
(1) 網站操作容易
經驗之學習 學習經驗之學習者，以
與 林芝亘（2008）
(2) 線上考詴
者
了解他們在使用上的
(3) 畫面美工
需求。
(4) 課程分階段。
Yoonhyuk 與
Hyunmee (2010)

以 MEC 去探討社群虛
54 位社群虛 擬世界用戶的目的，分
擬世界用戶 析用戶在網絡空間的
目標。

63 位
Metta 與 Jean
(2011)

Northern
California 消
費者

人們藉由社會虛擬世界來滿
足「社交」、「享樂主義的需
要」與「逃避現實世界的約
束」。
對於特極橄欖油有高涉入的
消費者認為橄欖油有以下幾

瞭解在美國消費者對
特極橄欖油的消費和
購買行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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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屬性，可以使食品「更有
味道」、「更昂貴」、「體積
小」。
特極橄欖油主要提供消費者
「愉悅感」。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方法
由前述文獻得知，永續消費確實是一種可以使地球資源使用更為長久的
消費方式，且素食消費也被證實為一種永續消費的模式

(Baroni et al.,

2006) 。然而，MEC 理論是一個有系統性與順序性的研究工具，可以將消
費者的價值觀與行為有系統的作連結 (Tânia et al., 2006) 。由於，消費者可
以藉由屬性與結果產生關聯，也可以使得消費者得到價值感受，甚至於消
費者會因為產品使用結果進一步產生功能性結果或心理性結果（林勤豐、
葉明義、邱兆民，1999）
；MEC 理論又經常被使用在消費行為的研究上(Tânia
et al., 2006)。因此，本研究決定使用「方法目的鏈」來探究顧客在素食消費
過程中「屬性」、
「結果」與「價值」之間的連結及相互關係。

圖 3.1 研究架構圖

31

第二節 階梯法
一、訪談程序
本研究是採用最常被用來檢測軟式階梯的方法，階梯法是透過一連串的
開放式問題，讓消費者確認對某一產品感受到的屬性與預期結果。其研究
目的是透過訪談過程，誘引受訪者經由素食飲食的具體屬性認知、消費結
果，進而獲得不同的個人價值。在訪談過程中乃是藉由不斷地詢問「為什
麼這個因素對你而言是重要的？」一直到受訪者已經無法再提供更有意義
的回答時，尌能導引出消費者內心最深層的感受。本研究階梯法之示意圖
（圖 3.2）
1.研究目的與訪談流程說明
2.填寫基本資料
3.請受訪者描述自己的素食消費的經驗
4.詢問受訪者選擇吃素之原因

導出屬性
5.請受訪者導出屬性中，選出最重要的 2-5 項屬性進
行階梯訪談
6.重複以「為什麼這對您來說很重要？」詢問受訪
者，進行階梯訪談
7.結束訪談

圖 3-2 階梯法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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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出結
與價值

二、施測過程
Reynolds 與 Gutman (1988) 提出，訪談過程中需不斷地提出「為什麼
這個對你而言很重要？」來刺激消費者的思考，讓受訪者回想貣當時的情
境與關鍵，藉此導出受訪者內心的潛在價值觀，並且將屬性、結果與價值
先後次序辨明清楚。
本研究由研究者設計出問卷進行軟性階梯訪談，研究者首先藉由初步訪
談方式(preliminary interview)了解消費者所選擇的飲食習慣是否符合「素食
者」之樣本標準。接著，瞭解在選擇飲食習慣時所考慮的飲食屬性，希望
透過屬性產生的結果去得知消費者內心之價值。
訪談時間約 30~45 分鐘，所有問卷訪談內容都是經由受訪者同意，才確
定進行訪談，並將訪談過程整理成文字稿以供分析。主要以循序漸進的方
式提問，並塑造出輕鬆的訪談氣氛（例：一邊泡茶一邊訪談；選擇舒適的
環境；以同宗教信仰的理念互相分享宗教活動心得）
，讓受訪者可以侃侃而
談，將受訪者真正的內心感受挖掘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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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談技巧
在軟性階梯法的訪談過程中，除了以「為什麼這個因素對你而言是重要
的？」追問外，為了避免訪談者感到厭煩，或想不出答案停止階梯之向上
推導，本研究在訪談的過程則運用 Reynolds 與 Gutman(1988) 所提出的六
大訪談技巧，刺激受訪者的回答，包括：
（1） 喚貣情境背景：以產品消費的場所作為談話主題。例如：請受訪者
回想最近一次印象最深刻的素食消費過程。
（2） 假設缺少某物或存在某物：詢問如果缺少了此項事物會如何？例
如：如果進行素食消費過程中，沒有辦法「減少二氧化碳排放量」，對
您會造成哪些影響？
（3） 負向階梯：為什麼不做其它的選擇？例如：相較於其它飲食消費，
您認為素食飲食消費的不同之處為何？
（4） 與過去經驗比較法(age-regression contrast probe)：在過去遭遇與現在
相同事物會有何不同想法。例如：詢問剛開始選擇素食飲食消費與現在
相比有何不同？
（5） 第三人問法：在相同情境下，受訪者對他人看法為何？例如：詢問
根據您的觀察，您認為吸引大家選擇素食消費之因素為何？
（6） 重新導正技巧(redirecting technique)：沉默/溝通確認。訪談者可以利
用沉默的方式，讓受訪者繼續思考更明確的答案；另外也可再次的重複
受訪者的答案，去刺激消費者表達出更精確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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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與抽樣
一、篩選樣本標準
本研究針對台灣長期擁有特定的飲食習慣者，察覺消費者選擇飲食習慣
的心理，並以素食者為研究對象，為了瞭解消費者用餐之消費歷程，針對
不同飲食習性消費者，在選擇飲食用餐時所呈現的屬性、結果與價值之間
的差異。
而本研究主要針對素食者為主要研究對象；以下即針對素食者做定義：
素食定義的種類相當多種，本研究採用 Gary(2009) 學者對素食種類的定
義，其定義為：
1. 純素食：不吃牛肉、家禽（雞、鴨、鵝…等）、魚類、奶蛋類。
2. 奶蛋素：不吃牛肉、家禽（雞、鴨、鵝…等）、魚類，但是可以食
用奶或蛋或者蛋奶皆可。
3. 魚類素食者：食用魚類、奶、蛋，肉類食用則一個月少於一次。
4. 半素：吃牛肉、家禽（雞、鴨、鵝…等）、魚類，但是次數極少，
甚至一週少於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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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張素瓊（2007）的作法，除了上述的四個種類外，還增加五辛素，
五辛素食者可以食用洋蔥、大蒜、蔥、韭菜、菇類等五項蔬菜類食材。綜
合來說，本研究樣本條件必頇符合以下兩點：(1) 訪談者需在半年內吃過素
食，並且有特定時間或規律的選擇素食飲食；(2) 訪談者頇符合以上五種素
食定義其中一項。
本研究為了探討素食主義者永續消費之價值，所以針對有長期素食的飲
食習慣者進行研究，並取 60 位受訪者。
在樣本的收集上，主要是透過以下來源：
（1）人脈管道：尋找周遭親朋好友之間最適合之樣本，再請求麻煩介紹之。
（2）親自前往素食餐廳，尋找願意受訪的對象。
第四節 變數操作性定義
一、價值(含飲食的屬性、結果、價值)

Holbrook (1994) 主張價值是一種偏好，與個人「喜好」、「興趣」有
關，而且是需要使用產品或服務後才會形成，因此價值與經驗是無法分離
的，涵蓋「產品」、「服務」及「人員」的交互作用，同時，價值也是相
對的，決定個人心中的評價。所以顧客往往會透過產品的屬性、消費結果
去影響個人價值，以下將針對「屬性」、「結果」與「價值」階層作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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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屬性
屬 性 是 消 費 者 知 覺 到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特 徵 (Reynolds, Dethloff, &
Westberg, 2001) ，並且包括了有形及無形的產品特色。屬性包括產品或服
務的有形部份，例如：外觀、包裝、產品中的添加物等 (Gutman, 1997) ，
可分成有形的「具體屬性」及無形的「抽象屬性」。以本研究為例，素食
主義者藉由素食飲食消費，所欲求的產品屬性可能為自然的食材、價格、
店址便利。
(二) 消費結果
「消費結果」是指顧客使用某特定產品，而此產品的屬性對顧客所引發
的直接或間接影響效果，顧客在消費過程中所欲求的結果，包括想要的結
果或想獲取的利益，除此之外，也包含欲避免的結果或成本、風險等 (Haley,
1968) 。以本研究為例，素食主義者藉由素食的飲食消費，所欲求的結果利
益可能為保持健康、環保、保護動物等。
(三) 個人價值
個人價值即是顧客接受消費與服務最想達到的最終目標，通常價值是抽
象，難以辨識的。 Beatty、Homer 與 Kahle (1991) 認為許多行為的發生是
為了實現對某種價值的追求狀態，而價值則會影響態度的形成和資訊處理
的方式。對素食主義者而言，最終價值可能為慈悲心、愉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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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訪談問卷設計

一、問卷設計
本研究在問卷設計前參考了國內外學者相關文獻與書籍，問卷內容主要
在衡量最終消費者決策之主要飲食消費價值因素為何，因此問卷設計共分
為三個部份。
第一部份
個人基本資料，包括：居住地、年齡、學歷、宗教、職業、個人平均所
得，共計六題。
第二部份
選擇素食飲食考量因素與消費經驗，透過問項的勾選，包括吃素的年
資、習慣、時間長短、在哪裡進行素食、消費金額及最常消費之地點，共
計六題。
第三部份
透過階梯法之訪談方式，了解消費者在選擇飲食方式所考慮的飲食屬
性、飲食結果與個人價值，並且要仔細確認每個階層的正確分類，Reynolds
與 Gutman(1988) 透過階梯法導出差異有三種方法：分別為 (1) 三方分類
法(Triadic Sorting)；(2) 喜好差異法(Preference-Consumption Difference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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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合差異法(Differences by Occasion)，其中至少必頇使用兩種方法以上，來
確保重要屬性沒有被遺漏。
本研究運用了喜好差異法(Preference-Consumption Differences)與場合差
異法(Differences by Occasion)來導出屬性差異，透過訪問了解受訪者對於素
食飲食在心中之價值與重要程度（表3-1）。
表 3-1 階梯訪談題項
Q1

請問您選擇素食飲食相較於其他飲食來說，最能吸引您的理由是什麼？請列舉
出三項

Q2

請問您「A 素食餐廳」相較於其他素食餐廳，最能吸引您的理由為何？請列舉
出三項。

Q3

請您針對 Q1 與 Q2 答案中，選出三項吸引您進行素食飲食消費最重要的考量因
素為何？

二、訪談範例
利用循序漸進的方式來探索消費者心中所追求的價值，接下來根據「方
法目的鏈」質性研究方法，並採用「軟式階梯法」與消費者做深度訪談(depth
interview)，問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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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素食主義者問卷
請說出在近一年內，最常去消費的素食飲食地點是哪一家？消費次數?
Q1.請問您選擇素食飲食相較於其他飲食來說，最能吸引您的理由是什麼？
請列舉出三項。
→回答其中一個原因為：素食使用自然的食材比較健康。
Q2.請問您「A 素食餐廳」相較於其他素食餐廳，最能吸引您的理由為何？
請列舉出三項。
→回答其中一個原因為：因為食物新鮮、健康、少油。
Q3.請您針對 Q1 與 Q2 答案中，選出三項您認為素食飲食消費最能吸引去
嚐詴最重要考量因素為何？
→回答其中一個原因為：自然食材。
1. 為何自然的食材對你而言很重要？
因為它是自然產生的，無生命的，不會疼痛的，所以不需要殺生，可以保
護動物。
2. 再請問您為何保護動物對您而言很重要呢？
→不願看到人類為了吃肉，而動物卻被殘害。
3. 為何保護動物對你而言很重要呢？
→因為人要有同理心，我更不願意看見自己小孩或父母被傷害。
同上，在第二與第三項重要之原因時，用同方式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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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它對你而言很重要

自
然
食
材

保
護
動
物

慈
悲

吃素屬性（A）

消費結果（C）

個人價值（V）

圖 3-3 價值階層示意圖
第六節 分析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分析過程有三個步驟，第一步驟針對 60 位素食者所搜集的資料
進行內容分析法，而內容分析法是指針完整的溝通內容，做客觀有系統的
量化分析，並加以描述的一種研究方法 (Berelson, 1952) ，接下來進行「涵
義矩陣」與「價值階層圖」之建構，以下根據三個步驟詳加敘述。
一、第一步驟：進行內容分析法過程
依照所擬定屬性、結果與價值之定義，由作者進行獨立編碼，逐一萃取
屬於「素食者屬性」
、
「消費結果」與「個人價值」
；依特性命名不同的關鍵
要素，並針對不同要素給予代碼，再進行相似概念度的測定，將相同概念
語意編列於同一個關鍵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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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類目規則表
關鍵字

屬
性

A01 自然的食材
A02 價格
A03 便利
A04 有機種植
A05 菜色外觀
A06 食材烹煮
A07 食材製程
A08 店面環境
A09 店面人潮多寡
A10 菜色多樣化
A11 服務態度
A12 食材新鮮
A13 份量多

無加工食材、蔬菜水果類食材、無色素化學食材
低價格、便宜
地點方便性、好停車、離工作或家裡較近
無農藥、使用天然肥料
特殊的外觀、與肉類產品相近之外觀、色澤可口
少油、少鹽、重口味、必頇色香味具足
是否為真的素食材料
乾淨、明亮、擺設舒適、氣氛良好
人潮多、排隊隊伍
選擇性多、不同菜色搭配
親切問候、店員笑容、好客
當天食材、食材顏色較鮮豔
份量多

C01 健康
C02 美味
C03 環保
C04 省錢
C05 保護動物
C06 衛生
C07 節省時間

營養、養生、天然的、有機的
好吃、合胃口
減少廢氣排放、減少資源浪費、減緩地球暖化、尊重自然
預算限制、符合經濟效益、衡量購買能力
不殺生、不吃肉類產品
乾淨、少油煙、環境不能油膩
節省時間
吃的飽、份量多

C08 飽足感

結 C09 舒服
果 C10 好印象

C16 避免宗教忌諱
C17 增進友情

舒適、舒服
讓人記得、給人好印象
幫助思考
好奇、特殊感
不浪費食物
減輕家庭負擔
把錢或時間作更有效的利用。例，(照顧家庭、工作、完成學業、休閒
娛樂、幫助他人、維持開銷、投資理財)
不殺生、害怕輪迴、避免結惡緣、發願
共同話題、介紹朋友、拉近距離

V01 慈悲
V02 孝順
V03 滿足
V04 責任感
V05 永續生存
V06 愉悅
V07 成尌感
V08 安心
V09 惜福
V10 值得

同理心、愛心、憐憫
照顧父母、體恤父母辛勞
滿足自我
負責任、義務
更長久的資源使用、更長久的生活環境
開心、高興、愉快
成尌感
安心、平靜、不害怕、心安理得
珍惜、不浪費
物超所值、珍貴、物美價廉、經濟實惠

C11 幫助思考
C12 新奇感
C13 愛惜食物
C14 減少家庭負擔
C15 兼顧其他事務

價
值

描述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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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執行資料分析時，「值得信賴度」(trustworthiness)的標準正確性
(Lincoln & Guba, 1985) ，本研究採取嚴謹的分析程序。首先由研究者進行
獨立編碼的判斷與計算代碼鏈結次數，並且針對個別分析結果進行比較，
對於有問題的地方藉由三位研究員與教授進行來回多次的討論與檢視，並
取得共識，來提高資料分析的可信度。當研究員與教授之間遇到概念與鏈
結次數差異較大的情況下，會造成難以協調，因此，研究者應該重新解讀
該部份資料，以達成研究員與教授最終之同意度。然而，差異不大的情況
下，則會透過協商方式(negotiation)取得對於各面向之內涵或鏈結的多數共
識。第二步驟：進行「涵意矩陣」(The Implication Matrix)的建構
將已分析出來的屬性(A)、結果(C)與價值(V)各層級之所有要素鏈結貣
來，再計算出兩項不同層級間要素的直接與間接鏈結次數。在本研究分析
中，直接鏈結次數為二要素直接發生關聯的次數，而間接鏈結次數為二要
素之間由於其他原因而間接產生的關聯次數(林勤豐，1998)。
二、第三步驟：
「價值階層圖」(Hierarchical Value Map；HVM)的建構
繪製過程，首先考量 Reynolds 與 Gutman (1988) 的 5 個鏈結型態，
並且依照涵意矩陣中所確定連結關係畫出價值階層圖，不同的階梯的連結
將呈現不同的價值階層關係。因此為避免將所有連結關係繪製入價值階層
圖中，造成價值階層圖太過複雜，所以必頇制定截取值（cutoff value）將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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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關係超過所制定截取值，才繪入價值階層圖中，顯示真正重要之連結關
係。依 Reynolds 與 Gutman (1988) 建議，若受訪者在 50 到 60 位，可將截
取值設為 3 到 5 之間，也尌是直接連結次數超過 3 到 5 次以上才會顯示在
價值階層圖上。
第七節 信度及效度分析
一、內容分析法之效度分析
在效度部份，首先依據 Budd、Thorp 與 Donohew (1977) 的建議使用
評審團法 (jury)，本研究在分析過程當中延攬一位行銷學博士、一位資深的
素食主義者與三位熟悉方法目的鏈操作模式的研究生一貣評斷研究設計、
變數定義與抽樣方法等研究過程，過程當中適時提供意見，以改進研究過
程之品質，藉以提升內容分析的效度。
二、內容分析法之信度分析
在信度檢測方面，本研究採用王石番（1990）建議之「編碼員間信度
（interjudge reliability）」方法檢驗信度。編碼員間信度是指同樣內容由超
過一位編碼員進行分類，評量各編碼員分類結果相同的程度，若編碼員之
間對類目分類的一致性愈高，則內容分析的一致性也愈高；反之，則愈低(楊
國樞，1997)。以下為信度檢測公式(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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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信度公式表
平均相互同意度＝

2M
n1  n 2

M：雙方完全同意的數目
n1：第一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數目
n2：第二位編碼員應有的同意數目

信度＝

N * 平均相互同意度
1 （N - 1）* 平均相互同意

N：編碼員人數

資料來源：王石番（1990）

三位編碼員的相互同意度與信度檢測如表3-4所示，本研究之信度高達
0.94，達到學者 Kassarjian (1977) 建議內容分析的信度頇達到0.85以上的標
準，足以顯示本研究信度良好，皆在可接受的水準以上。
表 3-4 信效度計算表
編碼員代號

編碼員 A

編碼員 B

0.84

編碼員 C

0.88

編碼員 B

0.81

平均相互同意度：(0.84+0.88+0.81)/3=0.84
信度：(3*0.84)/(1+2*0.84)=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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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受訪者基本資料
共訪談 60 位素食消費者，以學生族群居多，宗教信仰分別有 17 位佛教、
9 位道教、25 位一貫道、7 位無宗教信仰、其他 2 位個別包括(基督教、天
教)。素食消費的經驗最少一年，以 5 年以上居多。職業大多分佈在學生、
服務業、製造業與軍警公教業。訪談者吃素時間又以每天食素的居多，其
次是初一十五、每天早上，其它還包括晚齋、鍋邊素與半素。素食者自己
烹煮居多，其次是素食餐館與路邊攤，因此每個月花在素食消費上以
1001~5000 元最多，以下為受訪者的樣本結構表(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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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樣本結構
樣本群
項目

居住
地

職業

所得

吃素
年數

北
中
南
其他
學生
服務業
製造業
家管
自由業
餐飲業
軍警公教
其他
10,000 元以下
10,001-30,000
30,001-50,000
50,001-70,000
70,001-100,000
1-5 年
6-10 年
11-15 年
16-20 年
20 年以上

樣本群

整體樣本
人
％
次
15 25％
39 65％
5 8.3％
1 1.6％
27
11
8
1
1
1
6
3

項目

45%
18.3%
13.3%
1.6%
1.6%
1.6%
10%
5%

27 45%
15 25％
10 16.6%
6
10%
2
3.3%
22 36.6％
7 11.6%
2
3.3%
14 23.3％
1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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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樣本
人
％
次

種類

純素食
奶蛋素
魚類素食者
五辛素
半素
其他

6
43
1
4
5
1

10%
71.6％
1.6%
6.6％
8.3％
1.6%

吃素時間

每天
每天早上
每月初一十五
其它

38
6
8
8

63.3％
10％
13.3％
13.3％

消費地點
(複選)

素食餐館
路邊攤
小吃店
自己烹煮
其他

31
21
27
40
2

51.6％
35％
45％
66.6％
3.3％

消費金額

1000 元以下
1001~5000
5001~15,000
15,001~30,000

12
41
6
1

20％
68.3％
10％
1.6％

宗教

佛教
道教
一貫道
無
其他

17
9
25
7
2

28.3%
15%
41.6%
11.6%
3.3%

第二節 素食消費之屬性、結果與價值描述
經由內容分析，結果將素食飲食消費之屬性（A）、結果（C）與價值
（V）三層級要素分別淬煉出13個屬性、17項結果、10項價值（表4-2）。
表 4-2 結果與價值之各要素出現次數分析
代碼

屬性 A

次數 代碼

結果 C

次數

代碼

價值 V

次數

A1

自然的食材

49

C15

兼顧其他事務

71

V6

愉悅

78

A3

便利

26

C1

健康

45

V10

值得

32

A6

食材烹煮

22

C2

美味

32

V3

滿足

17

A8

店面環境

22

C7

節省時間

26

V4

責任感

17

A2

價格

19

C4

省錢

20

V8

安心

12

A4

有機種植

13

C14

減少家庭負擔

15

V1

慈悲

9

A10

菜色多樣化

10

C5

保護動物

14

V5

永續生存

9

A7

食材製程

5

C6

衛生

14

V2

孝順

7

A11

服務態度

5

C9

舒服

13

V7

成尌感

3

A12

食材新鮮

5

C12

新奇感

12

V9

惜福

1

A13

份量多

5

C3

環保

11

A5

菜色外觀

3

C16

避免宗教忌諱

10

A9

店面人潮多寡

2

C8

飽足感

6

C10

好印象

4

C17

增進友情

4

C11

幫助思考

2

C13

愛惜食物

1

從出現的次數來看，13項屬性描述中以「自然的食材」提及次數最多，
其次依序為「店址便利」，「食材烹煮方式」與「店面環境」則同時並列
第三。17項結果描述中，以「兼顧其他事務」出現次數最多，其次依序為
「健康」、「美味」、「節省時間」。在10項價值描述中，以「愉悅感」
最高，其次依序為「值得」、「滿足」與「責任感」。在屬性的第三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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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食材烹煮方式」與「店面環境」是並列為相同次數。在價值的第三排
序中「滿足」與「責任感」也並列為相同次數。在訪談過程中被提及次數
愈高，代表愈多消費者重視。本研究再將完成編碼的資料，藉由連結次數
的累計後依 Reynolds 與 Gutman (1988) 建議，為避免階層圖過於複雜，
若受訪者在50到60位，將截取值設為3到5之間，也尌是直接連結次數超過3
到5次以上才會顯示於涵意矩陣與價值階層圖。
表 4-3 素食飲食消費之涵意矩陣

註：表中數值為連結次數，左邊代表直接連結次數；右邊數字代表間接
連接次數，*表示直接連結次數未達截取值 3。
屬性：A1～A13；結果：C1～C17；價值：V1～V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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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編碼命名與定義
（一）屬性要素
本研究經由內容分析法將素食消費之屬性萃取出 13 個要素，以下將分
別尌各要素進行說明：
1. 第一屬性「自然的食材」(A01)，指由無任何加工食材，純屬人工種
植而成之蔬果類食材。
2. 第二屬性「價格」(A02)：在這指的是，消費過程所支付金錢之多寡。
3. 第三屬性「店址便利」(A03)：指餐廳的位置與消費者距離較近，交
通停車方便性高。
4. 第四屬性「有機種植」(A04)：指無農藥、重金屬污染之蔬果，且是
用有機肥料種植為主。
5. 第五屬性「菜色外觀」(A05)：在這有兩種意涵：(1)指深綠色的青菜，
色澤較新鮮可口之蔬果。(2)外觀奇特，與葷食外觀相近之素料。
6. 第六屬性「食材烹煮方式」(A06)：在這有兩種意涵：(1)針對素食飲
食習慣長久消費者需要清淡、少油、少鹽、不需加入太多香料。(2)
針對剛開始學習吃素的消費者則需口味重一點，調味料需多一點。
7. 第七屬性「食材製程」(A07)：在這指製作過程應該避免與葷食同一
時間製作，且製造材料不可以有葷食加入。
8. 第八屬性「店面環境」
：擺設空間舒適、店內乾淨、明亮、氣氛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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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九屬性「店面人潮多寡」：指人潮多、排隊隊伍長。
10.第十屬性「菜色多樣化」
：這裡指菜色的選擇性多、可以每天有不同
菜色搭配，可以避免厭倦。
11.第十一屬性「服務態度」
：在這指親切問候、店員笑容、好客與讓客
人有回到家裡吃飯的感覺。
12.第十二屬性「食材新鮮」
：指使用當天食材、食材顏色較鮮豔。
13.第十三屬性「份量多」
：指用較少的價格，尌可以吃到份量較多的餐
點。

（二）結果要素
本研究經由內容分析法將素食消費之結果萃取出 17 個要素，以下將分
別尌各要素進行說明：
1. 第一結果「健康」
：指食材是營養的、養生的、天然的、有機的，讓
消費者吃的更均衡。
2. 第二結果「美味」
：指容易吃下肚、順口，不會讓消費者感到反胃的
食物。
3. 第三結果「環保」
：指吃素食可以減少廢氣排放、減少資源浪費、減
緩地球暖化、尊重自然。
4. 第四結果「省錢」
：指符合消費者預算與限制、符合經濟效益、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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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購買能力，來減少不必要之支出。
5. 第五結果「保護動物(不殺生)」：指不殺生、不吃肉類產品，避免宰
殺動物。
6. 第六結果「衛生」
：指環境乾淨，烹煮過程少油煙，用餐環境不能油
膩。
7. 第七結果「節省時間」：避免浪費太多時間在購買餐點。
8. 第八結果「飽足感」
：指餐點的份量多，使消費者可以吃的飽。
9. 第九結果「舒服」：指店面整體感(例乾淨、擺設、餐點、服務等)，
讓消費者在用餐過程感覺到舒適、舒服。
10.第十結果「好印象」：指餐廳的整體服務過程或餐點的好吃讓人記
得，給人有好的印象，會想要再次消費的意願。
11.第十一結果「幫助思考」
：指店面環境安靜，可以讓消費者在店內思
考私事，沉靜心情。
12.第十二結果「新奇感」
：因食物的外觀奇特或沒吃過，使消費者好奇
感覺特殊感，想要嚐詴看看。
13.第十三結果「愛惜食物」
：指消費者為了不隨棄丟棄食物，會選擇美
味、可口食物來吃，避免浪費。
14.第十四結果「減少家庭負擔」：消費者會選擇可以負擔之價格消費，
來避免家庭負擔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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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第十五結果「兼顧其他事物」
：在這裡有三個意思(1)消費者認為健康
之身體可以兼顧其他事物(例照顧家庭、完成工作、完成學業、休閒
娛樂、幫助他人等)。(2)省下的錢可以有其他用途(例維持開銷、投資
理財等)。(3)省下之時間則可以做私事、完成工作、娛樂等。
16.第十六結果「避免宗教忌諱」
：有宗教信仰之素食消費者為避免宗教
忌諱，會強調不殺生、避免輪迴、避免結惡緣，或者是有發願者避
免毀願，遭受報應。
17.第十七結果「增進友情」
：指消費者因餐點的美味，而與朋友有共同
話題、可以介紹朋友一同享用，來拉近距離增進友情。
（三）價值要素
1. 第一價值「慈悲」
：指消費者認為不殺生是一種同理心、愛心、憐憫
心之表現。
2. 第二價值「孝順」
：消費者認為健康之身體或選擇低價值消費可以減
輕家庭，並認為這是一種孝順之行為。
3. 第三價值「滿足」
：指消費者透過食物的美味或食物的份量多來達到
滿足感。
4. 第四價值「責任感」
：消費者認為照顧家庭、完成工作是一種負責任
之行為。
5. 第五價值「永續生存」
：指消費者透過素食消費來達到更長久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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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更長久的生活環境。
6. 第六價值「愉悅」
：消費者透過消費過程(例美味、服務好、氣氛好…
等)達到愉悅感。
7. 第七價值「成尌感」
：消費者透過健康的身體，可以完成事業、夢想、
工作、幫助他人，使自己更有成尌感。
8. 第八價值「安心」
：消費者透過不殺生，不與動物結惡緣，來使自己
安心、平靜、不害怕、心安理得。
9. 第九價值「惜福」
：消費者透過美味食物，使自己可以吃光餐點，來
達到不浪費食物。
10.第十價值「值得」
：消費者透過節省時間或便宜價格，來兼顧更多事
情，使消費者感到物超所值與經濟實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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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素食消費之價值階層分析
一、愉悅感價值階層

（一） 因「食材烹煮方式達到愉悅價值」路徑
依訪談的過程中得知，素食消費者往往希望使用的食材是天然的
與有機種植的蔬菜，而烹煮方式則是希望少油、少鹽清淡飲食為主；
然而剛開始學習吃素的消費者，無法馬上做大幅度飲食習慣的改變，
所以在選擇做素食消費時會選擇加工素料、多樣化的食材與外觀，烹
煮方式則需要重口味一點，才能滿足消費的之味蕾。
（二）因「店面環境達到愉悅價值」路徑
此路徑的消費者認為，消費過程中餐廳環境的整潔、氣氛會影響
用餐過程的舒適感。聚餐型的消費者希望餐廳的空間大一點、椅子舒
適一點，店內音樂可以以悠閒輕鬆為主，用餐過程才能更愉悅。單獨
個人消費者，大多喜歡獨處、安靜的空間下思考私事，所以消費者希
望用餐之餐廳可以較長的用餐時間與安靜之環境用餐，可以是用餐更
愉悅。
（三）因「菜色多樣化達到愉悅價值」路徑
此路徑的消費者在消費的過程中，希望每天吃的東西不能一塵不
變，避免厭倦，所以此路徑的消費者多會選擇自助餐，因有多樣化的
菜色可以做選擇，每天可以依個人喜好做不同的菜色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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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自然食材達到愉悅價值」路徑
此路徑消費者認為素食飲食較多自然的食材可以使身體健康，而
健康的身體是為了兼顧其他的事物，如完成學業、照顧家庭、幫助他
人、完成工作與夢想等，當消費者完成他想兼顧的重要事物時，將帶
來更高的愉悅感。另外，有一群受訪者則認為自然的食材，是最健康
的食材，沒有添加任何加工物料，食用過程中可以品嘗到食材最天然
的味道，來滿足用餐之愉悅感。
（五） 因「服務態度達到愉悅價值」路徑
消費過程中服務生或老闆的態度也是很重要的，由於消費者認為
花錢應當花在刀口上，因此認為吃飯是一種愉悅的享受，不應該受到
臭臉或不好的口氣之對待，故消費者在選擇餐廳時，服務態度也是其
中考量因素之一。
二、值得之價值階層
（一）因「店址便利達到值得價值」路徑
消費者認為吃飯只是一天生活中的一小部分，所以不希望浪費太
多時間在飲食上，如果吃飯可以吃得飽又可以兼顧其他事物，將會非
常的值得，例如可以將時間省下來完成工作、家事、功課，而剩下的
時間可以多陪陪家人、朋友，甚至是完成自己的私事。由此得知，消
費者在選擇素食餐廳時會選擇近距離餐廳為首要考量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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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價格達到值得價值」路徑
大份量與便宜的價格也是消費者考量的重要因素之一，因為消費
者並不在意餐點要多美味，只要吃的飽尌足夠，所以如果能花較低的
價格，將省下來的金錢運用在娛樂、日需用品、家庭…等，會讓消費
者感覺到相當值得有意義。
三、責任感與孝順價值階層
（一）因「自然的食材達到價值」路徑
依訪談的過程中得知，素食消費者認為素食消費是一種為自己負
責任的行為。責任感來自於本身的健康與省錢的行動。妥善規劃的素
食習慣，是有益身體健康，提供充足的營養（陳俊傑，2000）。健康
本是生活的基石，年長的素食消費者認為有健康的身體才能工作賺
錢、養育兒女。由於本身是一家之主，所以消費者把工作賺錢、養育
兒女當作是一種負責任之行為。
（二）因「價格達到孝順價值」路徑
依訪談的過程中得知，素食消費者認為省錢的行動，是一種體諒
父母辛苦的孝順行動，這一群消費者由於家庭環境因素，會盡量減少
生活花費，去做更多的資金運用，因此，為了減輕家庭負擔消費者願
意選擇低價格的飲食消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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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心與慈悲之價值階層
（一）因「有機種植達到安心價值」路徑
依訪談的過程中得知，有宗教信仰的素食消費者認為，選擇自然
或有機種植的食材可以避免傷害動物，且認為素食消費是一種不殺生
的行為，所以在飲食的過程可以帶來安心感。宗教團體強調輪迴與慈
悲為懷之概念，所以素食主義者往往藉由不殺生與保護動物來避免宗
教忌諱，使在修道之過程更安心。
（二）因「有機種植達到慈悲價值」路徑
一般素食消費者則不捨動物被宰殺之過程，以同理心的角度強調
人人都有父母，然而，現在牧場多以不人道之方式飼養動物，加上人
們應該也不願意親身骨肉被人宰割，所以消費者以素食消費來維繫慈
悲憐憫之價值。
五、永續生存之價值階層
（一）因「有機種植達到永續生存價值」路徑
Alexandra et al. (2005) 認為食用蔬果類的產品是比食用肉類產品
更環保更永續的。永續生存的來源是環境保護，肉類產品是需要放
牧、糧食、土地與水資源的利用，肉類飲食與素食飲食比較，肉類飲
食是較容易造成環境污染的。素食消費者選擇有機種植與自然的食材
來減少環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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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所述，消費者在進行素食消費可獲得愉悅、值得、責任、
孝順、安心、慈悲與永續生存等認知價值與體驗。從屬性要素出現次
數與價值形成路徑來看，自然的食材不僅是出現次數最多的屬性要
素，同時也是衍生出最多元結果要素的屬性要素。其次為店面環境（可
衍生出六種結果要素），而食材烹煮要素則是衍生的連結路徑次數最
多的要素，也代表是衍生單一結果要素最多且最穩定的屬性要素。故
自然的食材、店面環境、食材烹煮要素是素食飲食消費時最重要的消
費體驗來源，也是素食餐廳在展店與烹煮時最需要重視的屬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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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結論
一、階層要素分析
素食消費價值階層由13項屬性、17項結果、10項價值三階層構成。素食
消費者回答次數最多的前三項階層要素分別為，屬性層級要素有「自然的
食材」、「店址便利」，然而「食材烹煮方式」與「店面環境」回答次數
相同且併列在第三； 結果層級有「兼顧其他事物」、「健康」與「美味」；
價值層級有「愉悅」、「值得」與「滿足」。
大多的素食研究中，素食者吃素動機以「健康」因素最重要，其次包括
「動物福利」
、
「環保」
、
「對肉類有厭惡感」
、
「宗教因素」等 (Tysiachniou &
Kuliasova, 1998；Susan & Gwen, 2002；Davidson, 2003；Naomi, 2009；邱聯
榮，2009) 。本研究除了「健康」是最多人提及外，過去常被提及的動機如
「動物福利」、「環保」、「對肉類有厭惡感」、「宗教因素」在本研究中從被
提及次數來看並不是最重要之要素。
再者，本研究將「健康」當作是一種消費結果，因為素食者認為吃素是
促使人們更健康的一種方式，健康只是一個結果，重要的是可以「兼顧更
多事物」達到「愉悅」之價值。
「愉悅」強調的是消費者本身的感受與喜好，

61

在消費過程中要能超越消費者內心之期待，才能使消費者達到「愉悅」之
價值。
另一方面，在以往的研究中，都較少提及省時與省錢的概念。由於素食
也是飲食消費的一種，所以「節省時間」與「省錢」也變得特別重要。因
此，本研究的「值得」價值，強調的是物超所值與一兼二顧之概念，只有
在同時間可以兼顧更多之事情，才能讓消費者感到「值得」。
既然得知素食也是飲食消費的方式，尌不容忽視「滿足」之價值，消費
者強調消費過程必需符合期待，而且是可以透過產品屬性與服務感覺到幸
福與足夠。
二、素食者重視之主要階梯
(一)永續價值路徑
以往的素食消費研究中，「環保」與「保護動物」是經常被提及的吃素
重要考量因素 (Tysiachniou & Kuliasova, 1998；Susan & Gwen, 2002；
Davidson, 2003；Naomi, 2009；邱聯榮，2009) 。在本研究結果發現消費者
吃素的價值，有一部份確實來自於「永續生存」、「安心」與「慈悲」。
素食者強調使用「自然的食材」與「有機種植」才能達到「永續生存」之
價值，要達到「永續生存」之價值，產品使用過程必頇符合「環保」之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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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食者認為「永續生存」是減緩氣候變遷，讓未來可以有更好的生活環
境，因此選擇購買綠色之產品。而素食者所認為的綠色產品是與 Carmen 與
Sybille (2003) 所提及的「國內尌地培養」、「有機」與「傳統的方法種植」
綠色消費之概念相符。
另外，有部份的素食消費者認為，透過「自然的食材」與「有機種植」
是可以達到「安心」與「慈悲」之價值，在許多宗教理念上不斷強調不殺
生、輪迴與生命的重要性，因此，許多宗教信仰素食者藉由吃素來「保護
動物」，一則可以「避免宗教忌諱」達到「安心」之價值，再者可以透過
不殺生的方式以達到「慈悲」之價值。
(二)素食消費路徑
本研究的價值階層中發現，素食消費者多以「健康」、「兼顧其他事物」
達到「愉悅」價值，由此得知，消費者希望藉由素食消費過程得到健康之
結果。健康也是以往的素食研究中亦曾被提及的重要消費動機之一 (Fox &
Ward, 2008；Tysiachniouk & Kuliasova, 1998；Fox & Ward, 2008；Leitzmann,
2005；Arto & Tuula, 2012) 。但在大多的素食研究中，卻較少提及如何透過
素食獲得健康？本研究發現健康是來自於「自然的食材」，其次是「有機
種植」、「店面環境」、「食材新鮮」，這些屬性都是可以使素食者達到
健康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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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會渴望透過飲食獲得健康，只是因為餐飲種類不同，會進行不同的
產品屬性選擇但最終目標都是在獲得健康。例如，在 Bonne 與 Verbeke
(2006) 針對肉類消費的研究中也同樣發現「健康」這項價值，要達到健康
之價值有以下幾種路徑，(1)透過「標籤」與「生產地區」之屬性來達到「品
質保證」之結果，(2)透過「瘦肉」之屬性可以達到「避免膽固醇」、「控
制體重」與「無疾病」之結果，(3)「沒有生長激素」與「生產方法」之屬
性以達到「無疾病」之結果，(4)透過「氣味」之屬性確認「味道」是否新
鮮以達「營養」之結果。
在本研究中，素食消費者期望透「自然的食材」擁有「健康」之身體，
並且可以預防疾病；其中，店面環境也是消費者評估食材是否乾淨、健康
的屬性之一，健康的身體主要是希望可以兼顧其他事物(夢想、學業、賺大
錢、幫助他人)，以達到「愉悅」之價值。
另一項存在肉食消費中的相似概念是「美味」，但美味對素食者或肉食
者卻帶來不同的消費經驗和意義。肉類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會希望達到「在
意家人」之價值，透過「嫩肉」之屬性以達到家人可以「喜歡」且「享受
餐點」之結果 (Bonne ＆ Verbeke, 2006) ；也有消費者會透過豬肉「外觀
色澤」去判斷豬肉是否「美味」來讓「家人喜歡」以達到「不浪費」之價
值 (Nylund, 2009) 。在本研究中主要是研究素食者在外食的消費選擇，素
食者會透過素食店是否為「自然的食材」與「食材烹煮」之方式去判斷「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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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與否，以達到消費者「愉悅」價值。本研究與肉類消費較不同的地方
是，本研究著重在素食者對餐廳的消費決策，肉類消費則是購買肉類回家
烹煮的決策。因此，素食者注重在個人感受，考慮消費過程本身的「愉悅」
與否；肉類消費者則是考慮「家人喜歡」與否。
第三項素食與肉類消費相似的概念是「方便」。消費者在購買肉類時，
為了「方便」、「節省時間」會選擇在超市購買肉類 (Bonne ＆ Verbeke,
2006) 。在本研究中素食消費者認為吃的健康很重要外，還要吃的物超所
值，「店址便利」與「價格便宜」尌變得很重要，店址便利可以節省時間，
可以兼顧其他事務(工作、休息、功課、休閒娛樂…等)，不僅吃得飽、吃得
愉悅，又可以完成更多事務，讓消費者能夠進一步創造值得的價值感。
第二節 管理意涵與具體研究建議
一、實務建議
人們會藉由產品使用或服務過程，來滿足自身的需求和慾望，而這些過
程可以由心理知覺圖表現出來 (Zanoli & Naspetti, 2001) 。為了滿足消費者
的終極價值，可以藉由價值階層之分析來決定素食餐廳的經營方向與實際
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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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與當地固定農民合作，穩定收購蔬果
階梯路徑一：A1自然的食材→C1美味→V6愉悅
階梯路徑二：A1自然的食材→C1健康→C15兼顧其他事物→V6愉悅
由價值階層中得知，自然的食材是最多消費者所提及的，由於素食消費
者喜愛自然的食材，認為只有自然的食材是最美味的，且可以吃出食材最
真實的味道，另外也有消費者認為自然食材是最健康的食材，只有健康之
身體才能完成想做的事，有此得知，消費者非常重視自己所吃的食物是否
為自然的食材，所以本研究認為素食業者可以與當地農民長期的合作，使
用當地的時令蔬果，讓消費者吃到最新鮮、最安心的自然蔬果。此外，還
可以利用照片與海報方式，讓消費者得知食材的產地與健康的知訊，讓消
費者在用餐過程可以更安心。
另外，從台灣有機農業推廣至今，有機農耕的面積還不到作物栽培種
面積的 0.2%，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二，一是病蟲害的難以防除，其二是
勞力成本過高，因此許多蔬果會有農藥的殘留（郭華仁，2007）。所以消
費者想吃到真正的自然健康之食材是有所困難的。因此，素食發展協會
(例：中華國際健康素食推廣協會)應該可以詴著與台灣各縣市的農民契
作，收購各縣市當地之蔬果，用穩定的價格與配送量，配送給各縣市當地
的素食餐廳或小吃業者，這樣的契作方式有以下三大好處：(1)透過素食發
展協會的把關，可以避免市面對蔬果的價格哄抬與農藥過渡之殘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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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可以有穩定收入；(3)藉由契作的方式，減少農藥之使用普及化，讓消
費者吃的更健康。
(二) 選擇素食人口密集地區展店
階梯路徑：A3店址便利→C7節省時間→C15兼顧其他事物→V6愉悅
鄭富元等 (2010) 指出素食餐廳所提供的服務、價格、環境、方便、味
道，對於選擇餐廳有直接的影響。由此得知，不管飲食習慣為何，在消費
過程中「價格」與「方便性」已經是不可獲缺的重要屬性。本研究結果也
發現，素食者不希望花太多的時間在吃飯上，認為吃飯只是每天生活中的
一小部份，只要吃的飽尌好了，消費者表示生活中還有許多事情是比吃飯
更重要的(照顧家庭、做志工、工作賺錢…等)，而且完成這一些事情是可以
使消費者達到愉悅價值，所以店址便利尌成為消費者很在意的屬性之一，
消費者將選擇離自己最近之地點消費，所以本研究建議業者在展店前，應
該做好市調，選擇素食人口最密集的鄉鎮或都市展店（例：市區、學區、
商城），並且展店地點應選在停車方便與交通發達之地區，才能使消費者
願意前往消費。
(三) 依消費者喜好，調整適當之口味
階梯路徑：A6 烹煮方式→C2 美味→V6 愉悅
消費者認為「烹煮的方式」是美味的關鍵屬性，但是美味與否見仁見智。
由此可知，在中式的飲食烹煮上地區的不同，也會有不同的烹煮方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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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要使所有消費者感覺到美味是相當困難的。陳淑子（2006）指出適當
的調味可以讓食物更美味，因為適當的「鹹」度，是食物美味的重要因素。
業者唯有依照消費者之喜好，針對產品做不斷調查（例：口頭詢問、飯菜
剩下的多寡、顧客常點之餐點），讓產品更適合消費者的口味。
另外，有些消費者喜歡清淡，有些則喜歡重鹹，若要達到消費者愉悅之
價值，食物尌必頇符合消費者的口味，以往的素食小吃攤與簡餐店多以現
點現煮的方式服務消費者，甚至經營規模較小，因此，本研究認為素食小
吃攤與簡餐店業者可以詴著推出客製化的菜單，在菜單上多出口味的選項
(例：少鹽、五分鹹、正常鹹)，讓消費者自己去勾選想要清淡或是重鹹的烹
煮方式，來滿足消費者的味蕾，以達到愉悅之價值。
(四) 裝潢與善用空間和燈光，提升店面舒適度
階梯路徑一：A8店面環境→C6衛生→C1健康→C15兼顧其他事物→V6
愉悅
階梯路徑二：A8 店面環境→C9 舒服 →V6 愉悅
消費者認為店面環境的衛生與否，攸關食材的新鮮度，新鮮的食材會使
消費者吃的更健康，然而，健康的重要的原因則與前述相同，環境衛生在
業者的整理模式上，已經有標準流程與作法。另外，在以往針對餐廳的消
費研究中，引貣消費者消費動機，往往包括了「品嚐美味」、「體驗餐廳
特殊的環境氣氛」、「放鬆心情」（王明元、陳慧貞，2009；陳貴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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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禪、吳雅君，2011）。在本研究結果也發現消費者認為店面環境也會影
響用餐的舒服與否，好的環境容易使消費者用餐感到愉悅。因此本研究認
為業者應該裝潢用餐之環境，善用店面空間擺設與燈光搭配，使店面燈光
明亮、空間舒適外，以主題式餐廳的方式經營，來達到消費者用餐之愉悅
感。
二、後續研究建議
（一）本研究樣本多以中部佛教、一貫道為主，且素食習慣集中在蛋奶素，
吃素時間以每天飲食為主，其餘素食者的樣本數較少，若要探討不同素食
消費習慣之價值，應納入更多不同素食消費習慣者。
（二）本研究只探討素食消費之價值，瞭解素食者為何吃素，但在肉食者
之價值研究尚未著墨，素食者往往期望將吃素的益處傳達給更多肉食者，
並詴圖改變肉食主義者飲食習慣，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探討肉食者排斥素
食之因素為何？並詴著探討肉食者內心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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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問卷
您好！本訪談目的在瞭解您對素食飲食的經驗與看法。您的意見將能提供業者
作為擬定行銷策略之參考。本訪談採用不記名方式，所有資料絕對不會單獨對外公
開。感謝您的協助！
敬祝
闔家平安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指導老師：黃淑琴 博士
研 究 生：陳泊丞 謹啟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壹、 個人基本資料
1.

居住地：

北部

中部

2.

年齡：

歲。

3.

學歷：

高中職及以下

大專

4.

宗教：

佛教

一貫道

道教

其他：
5.

職業：

學生

研究所及以上。
基督教

天主教

無

。
服務業

自由業
6.

南部

醫療業

餐飲業

製造業

軍警公教

商業/金融

資訊業

其他：

家管
。

個人平均月所得：
10,000 元以下

10,001 元至 30,000 元

50,001 元至 70,000 元

30,001 元至 50,000 元

70,001 至 100,000 元

100,001 元以上

貳、 選擇素食飲食考量因素與消費經驗
1.

吃素的年資：

年。

2.

吃素的習慣：

純素食

奶蛋素

魚類素食者

五辛素

半素（吃牛肉、家禽、魚類，但吃肉次數極少，甚至一週少於
一次）
其他
3.

。

請問您個人每個月素食的時間：
其它:

每天

。
78

僅每天早上

僅每個月初一十五

4.

請問您一般在哪裡進行素食飲食？

素食餐館
自己烹煮

路邊攤
其他

5.

請問您個人每個月花在素食飲食的消費金額：
1000 元以下
5001~15,000 元
15,001~30,000 元

6.

請說出在近一年內，最常去消費的素食飲食地點是哪一家？

小吃店
。(可複選)
1001~5000 元
30,001 元以上。

。(以下簡稱 A 素食餐廳)。以下請針對該次的消費經驗回答。
參、 素食飲食消費價值

Q1.請問您選擇素食飲食相較於其他飲食來說，最能吸引您的理由是什麼？請列舉
為了瞭解您在素食飲食消費後的感受，請您依循引導，從具體的事項，一直回答到抽象的
出三項。
感受，過程中不斷的詢問自己為什麼，直到您無法再回答方可結束。

Q1.請問您選擇素食飲食相較於其他飲食來說，最能吸引您的理由是什麼？請列舉
出三項。
A1. （1）

（2）

（3）

Q2.請問您「A 素食餐廳」相較於其他素食餐廳，最能吸引您的理由為何？請列舉
出三項。
A2. （1）

（2）

（3）

Q3.請您針對 Q1 與 Q2 答案中，選出三項吸引您進行素食飲食消費最重要的考量
因素為何？
A3. （1）

（2）

（3）

（1）

我選擇素食飲食消費最主要的原因是？

→

（2）

我選擇素食飲食消費最主要的原因是？

→

（3）

我選擇素食飲食消費最主要的原因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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