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屬於探索性研究，資料來源取自 E-ICP 東方消費者行銷資料庫，分析

方法以因素分析為主，探討歷年來台灣人的生活型態概況，再以迴歸分析探討台

灣人生活型態及其行為背後的主要價值觀變遷，幫助大眾進一步建立對台灣消費

者的整體認識。 

第一節  資料來源 

本研究採用二手資料進行分析，資料取自於 1992-2002 年 E-ICP(Eastern 

Integerated Consumer Profile)東方消費者行銷資料庫，資料庫簡介、與本研究有

關的題項及樣本結構將分述如下。 

一、E-ICP 資料庫簡介 

E-ICP (Eastern Integerated Consumer Profile) 『東方消費者行銷資料庫』是

1988 年起由東方廣告公司號召發起，在台灣地區進行每年一次的人口統計變

項、生活型態、媒體接觸、產品/品牌消費行為的調查和研究，為台灣地區的生

活消費趨勢做一個完整的記錄。 

E-ICP 調查時間為每年 7-8 月，範圍涵蓋台灣地區 30 個中心城市，調查對象

為台灣地區的消費大眾，採人員面對面家庭訪問與留置自填的問卷調查方式。調

查問卷採結構性設計，題項完備，調查範圍鉅細靡遺，從詳細的基本人口統計資

料到食、衣、住、行、育、樂各方面的消費購物行為都涵蓋在內，還包括一百多

題的生活型態問題，調查台灣地區消費者的活動、興趣、意見等。E-ICP 調查內

容包括人口統計變項、影歌星/藝文/運動人物/卡通肖像偏好、生活與休閒、心理

透視、媒體接觸行為、商品消費行為、主要調查商品(食品、飲料、藥品、日用

品、家庭耐久財、連鎖通路、娛樂休閒、通訊電子、金融服務、其它)、品牌定

位分析等。 



二、E-ICP 樣本結構 

本研究樣本取自 1994 至 2002 年 E-ICP 東方消費者行銷資料庫，這九年來

E-ICP 的樣本結構大致不變，但在抽樣地區、樣本配額分配上有因應台灣地理

區人口發展略予調整，樣本數也此資料庫研究投入的增加而由 1200 增至 1344

份，樣本結構各細項將分述如下。 

1. 抽樣對象 

     台灣本島內 15-59 歲男女，2000 年後擴大範圍為 13-64 歲。 

2. 樣本數 

     1992-1999 年為 1200 份，2000 年後增加為 1344 份。 

3. 抽樣誤差 

1992-1994 年為±2.58%，1995-1999 年為±2.83%，2000 年為±2.67%。 

(抽樣誤差，以簡易的方式計算，設定有無之比例為 0.5：0.5(p=q=0.5)。

信賴水準為 95%，z 值為 1.96。) 

4. 調查方法 

採人員面對面家庭訪問與留置自填方式。 

5. 調查工具 

     採結構性問卷。 

6. 調查地區 

依據中地理論(Central Location Theory)，將台灣地區分為七大區域，30

個中心城市，選擇台灣地區都市體系為調查區域。 

北部：基隆市、台北市、淡水鎮、新莊市、板橋市、桃園市、中壢市、

新竹市、竹南鎮。 

     中部：苗栗市、豐原市、台中市、南投市、彰化市、員林鎮、斗六市。 

南部：嘉義市、新營市、台南市、永康市、岡山鎮、旗山鎮、高雄市、 

鳳山市、屏東市、潮州鎮。 



東部：宜蘭市、羅東鎮、花蓮市、台東市。 

7. 抽樣方式 

(1) 採分層比例二階段隨機抽樣方式。 

(2) 依據中地理論(Central Location Theory)，將台灣地區分為七大區域，

1992-1998 年抽取 28 個中心城市，120 個樣本里;1999 年抽取 30 個中心城

市，120 個樣本里;2000 年抽取 30 個中心城市，134 個樣本里。 

(3) 1992-1999 年，依據性別年齡比例配額抽樣;2000 年依據中華民國內政

部『中華民國台閔地區人口統計』資料，分配樣本數性別及年齡層。 

總結以上資訊可將 1992至 2002年 E-ICP東方消費者行銷資料庫的樣本結構與

樣本資訊整理如表 3.1 所示。 

 

表 3.1  E-ICP 樣本結構 

 樣本數 年齡分佈 抽樣地區 抽樣方法 抽樣誤差

1992 1200 份 
 

15-59 歲 
 

抽查七大區域

28 個中心城市

120 個里 
 

 分層比例兩段隨機抽樣 
 28 個中心城市 120 里比

例隨機抽樣 
 性別年齡比例配額抽樣 

誤差率正

負 2.58%
 

1993 1200 份 
 

15-59 歲 
 

抽查七大區域

28 個中心城市

120 個里 
 

 分層比例兩段隨機抽樣 
 28 個中心城市 120 里比

例隨機抽樣 
 性別年齡比例配額抽樣 

誤差率正

負 2.58%
 

1994 1200 份 
 

15-59 歲 
 

抽查七大區域

28 個中心城市

120 個里 
 

 分層比例兩段隨機抽樣 
 28 個中心城市 120 里比

例隨機抽樣 
 性別年齡比例配額抽樣 

誤差率正

負 2.58%
 

1995 1200 份 
 

15-59 歲 
 

抽查七大區域

28 個中心城市

120 個里 
 

 分層比例兩段隨機抽樣 
 28 個中心城市 120 里比

例隨機抽樣 
 性別年齡比例配額抽樣 

誤差率正

負 2.83%
 

1996 1200 份 
 

15-59 歲 
 

抽查七大區域

28 個中心城市

120 個里 

 分層比例兩段隨機抽樣 
 28 個中心城市 120 里比

例隨機抽樣 

誤差率正

負 2.83%
 



  性別年齡比例配額抽樣 
1997 1200 份 

 
15-59 歲 
 

抽查七大區域

28 個中心城市

120 個里 
 

 分層比例兩段隨機抽樣 
 28 個中心城市 120 里比

例隨機抽樣 
 性別年齡比例配額抽樣 

誤差率正

負 2.83%
 

1998 1200 份 
 

15-59 歲 
 

抽查七大區域

28 個中心城市

120 個里 
 

 分層比例兩段隨機抽樣 
 28 個中心城市 120 里比

例隨機抽樣 
 性別年齡比例配額抽樣 

誤差率正

負 2.83%
 

1999 1200 份 
 

15-59 歲 
 

抽查七大區域

30 個中心城市

120 個里 
 

 分層比例兩段隨機抽樣 
 30 個中心城市 120 里比

例隨機抽樣 
 性別年齡比例配額抽樣 

誤差率正

負 2.83%
 

2000 1344 份 13-64 歲 
 

抽查七大區域

30 個中心城市

134 個里 
 

 分層比例兩段隨機抽樣 
 30 個中心城市 134 里比

例隨機抽樣 
 依據中華民國內政部『中

華民國台閩地區人口統

計』資料，分配樣本數性

別與年齡層。 

在 95%信

賴水準下

誤差率正

負 2.67%
 

2001 1344 份 13-64 歲 
 

抽查七大區域

30 個中心城市

134 個里 
 

 分層比例兩段隨機抽樣 
 30 個中心城市 134 里比

例隨機抽樣 
 依據中華民國內政部『中

華民國台閩地區人口統

計』資料，分配樣本數性

別與年齡層。 

在 95%信

賴水準下

誤差率正

負 2.67%
 

2002 1344 份 13-64 歲 
 

抽查七大區域

30 個中心城市

134 個里 
 

 分層比例兩段隨機抽樣 
 30 個中心城市 134 里比

例隨機抽樣 
 依據中華民國內政部『中

華民國台閩地區人口統

計』資料，分配樣本數性

別與年齡層。 

在 95%信

賴水準下

誤差率正

負 2.67%
 

 



第二節 樣本選擇 

E-ICP 東方消費者行銷資料庫的樣本年齡範圍從 13 到 64 歲，包含青少年族

群，但一般而言，青少年生活型態和成年人相去甚遠，且青少年還在價值觀形塑

階段，較不能反映台灣人的生活型態常模，因此本研究僅採取 E-ICP 東方消費者

行銷資料庫中受訪當時年齡已達 20 歲以上的成年人樣本進行分析。經此篩選

後，樣本數 1994 年 1016 份，1995 年 1018 份，1996 年 1019 份，1997 年 1019

份，1998 年版 1036 份，1999 年 1110 份，2000 年 1119 份，2001 年 1118 份，2002

年 1119 份。  

第三節 分析題項與主軸年份選擇 

為了探討台灣人的生活型態，本研究將針對 E-ICP 東方消費者行銷資料庫每

年進行的『台灣地區消費行為與生活型態研究』調查資料中關於生活型態的部分

進行分析，礙於原始資料之無法取得，年份侷限於 1994 年到 2002 年，共九年。

E-ICP 的生活型態調查是以李科特 6 等級量表問卷填答形式，1994 年至 1998 年

各有 132 題生活型態 AIO 量表題項，1999 年至 2000 年則各有 110 題，2001 年

至 2002 年則各有 106 題。 

1994 到 2002 年間，東方消費者行銷資料庫為了反應社會現況，曾不定期陸

續修訂生活型態調查的題項，保留原始結構，但修改部分題項使題目句型更能清

楚表達要問的題意，並小幅增減部分題目，題項在 1994 年到 1998 年間為 132

題，1999 年和 2000 年修訂為 110 題，2001 年和 2002 年則修訂為生活型態基本

題 106 題加上科技態度量表 17 題，這些修訂能使 E-ICP 生活型態量表能符合時

宜，真實地反應台灣人當時的生活型態。 

然而本研究目的是探討這些年來台灣地區消費者的生活型態變遷，進行跨期

比對是本研究重心，某些修訂過或新增加的題項將造成本研究在跨期比對上的斷

層，因此本研究先比對 1994 到 2002 年題項，挑選出歷年來完全未更動及題意相



同，僅作部分修改的題項，共 86 題，然後每年針對這 86 題進行探索性因素分析，

企圖找出 E-ICP 生活型態量表所這段期間每年都存在的構念(Concept)，然後依不

同構念進行題項回答上的跨年比較。 

本研究以 1998 年資料做為基準期，將以 1998 年因素分析的結果作為跨年比

對的構面，然後再依各構面進行題項上的跨年比對，選擇 1998 年作為基準期的

主要原因是：為了後續研究的參考性，越晚近進的資料越能反映台灣人現在的生

活型態，可供後續台灣人一般化生活型態研究的參考性較高，故基準期以採取後

期資料為宜，但若以 2002 年為基準期，將無法進行「後期驗證」，因此選擇 1994

年到 2002 年中間的 1998 年做為基準期，不會距離現在太遠，又同時可進行前後

期驗證。另外，1999 年發生九二一大地震，對台灣人生活型態有劇烈衝擊，但

目前尚無法驗證此衝擊所致之影響乃短期性或長期性，因此取 1998 年可看到較

穩定的台灣人生活型態構面。 

第四節 分析方法 

本研究的分析共分兩階段，第一階段是個別年份的探討。對 E-ICP 東方消費

者行銷資料庫在1994-2002年九年間所調查的台灣地區消費者生活型態資料分別

進行歷年的探索性因素分析，探討 E-ICP 生活型態量表包含的主要構念，和各年

間因素的升降變化；第二階段是以 1998 年為因素主軸，進行九年間的跨年比較。

也就是將 1998 年因素分析的結果作為跨年比對的構面，然後依各構面進行題項

上的跨年比對，但在比對之前，為了確定此因素結構的信度，將先進行信度分析，

以信度分析的結果選取宜進行跨年比對的因素，再針對這些因素個別以迴歸分析

探討其九年間的趨勢變化。 

一、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主成份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Method)對各年原始資料分別

進行探索性因素分析，並以最大變異法 (Varimax)法進行轉軸，後依 Kaiser 標準



萃取出特徵值 (Eigenvalues)大於一的因素。 

二、信度分析 

本研究以 Cronbach’α探討因素的內部一致性，並作為此因素是否作為跨年

比較的構面之依據。 

三、迴歸分析 

本研究目的是探討隨著時間改變，台灣人的生活型態在各因素上的變化趨

勢，但因樣本並非固定樣本 (panel)，每年調查的對象都是全台重新抽樣後的獨

立資料，不宜進行時間數列分析，因此本研究將採取簡單迴歸分析，將每個樣本

在各因素內各題項的分數相加作為該因素代表值，再取此代表值的各年均值、

Q1 及 Q3 分別作為反應變量 Y1、Y2、Y3，以時間為解釋變數 X，依照不同因素分

別進行迴歸分析，探討九年來台灣人的生活型態在各因素上的趨勢變化和分化情

形。因此每個萃取出來之因素都將進行三次迴歸分析，模式如下所示為： 

Y1=β0+β1Χ 

Y2=β0+β1Χ 

Y3=β0+β1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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