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方法架構研究方法架構研究方法架構研究方法架構 

    本章闡述本次實證研究的設計過程。首先是界定本次研究的對象與範

圍；再依據相關文獻資料，推知欲了解的題材，發展出各項變數間關係的

假設；接下來是說明問卷的製作、發放等步驟；最後是分析工具與問卷資

料的品質分析。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由於本次研究所要了解的範疇包含使用地方名產宅配消費者的使用

經驗、被周圍人影響使用地方名產宅配的情況以及地方名產宅配接受度層

面。 

    在過去，地方名產的購買只侷限在實體店賣的購買，因此地方名產的

銷售對象多為到當地觀光的遊客；但是隨著網路及物流的進步，也有的顧

客想吃地方美食時，選擇透過電話或網站和店家訂購，經由宅配拿到地方

名產；甚至許多顧客從來沒有到過當地的名產店家，僅是透過店家的網

頁、雜誌或電視購物台等媒體的介紹，便可透過宅配購買到想吃的美食；

又或者是，透過網路、電視媒體的介紹，然後大家都知道這樣商品源自於

當地，所以一想到地名就會直接聯想到這樣美食，顧客可在當地店家或是

宅配購買。 

    要了解使用方名產宅配的經驗研究對象不一定要到過當地實體名產

店家購買過地方名產宅配，卻必定要有宅配地方美食名產之使用經驗，才

能探求其使用後之感想，並進一步延伸該結果至其對地方名產宅配的接受

度。 

    由於只要有訂購過地方名產宅配的使用者，都可以列為我們的調查對

象，所以我們對於受訪者的年齡、職業、居住地區都不加以限制，採用便

利抽樣的方式進行問卷發放。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    

    將以上所探討的信任、認知風險、認知效益、認知易用性、滿意度、

宅配產品品質認知、群體規範、店家專屬資產、使用態度以及使用意願十

個變數，以及由它們所發展出來的十二個研究假設，整理成整體概念架構

與假設： 
表3-1 整體概念與假設 

可能因果關係 相關係數 預測相關 

H1: 對地方名產店家的

信任對地方名產宅配的

使用態度 

γ11 

 

＋＋＋＋    

    

H2: 對地方名產宅配的

認知風險對地方名產宅

配的使用態度 

γ12 

 

－－－－    

    

H3:對地方名產宅配的認

知易用性對地方名產宅

配的使用態度 

γ14 

 

＋＋＋＋    

    

H4:對地方名產宅配的認

知效益對地方名產宅配

的使用態度 

γ13 

 

＋＋＋＋    

    

H5: 對地方名產宅配的

認知效益對地方名產宅

配的使用意願 

γ53 

 

 

＋＋＋＋    

    

H6:對地方名產宅配的滿

意度對地方名產宅配的

使用態度 

γ15 

 

＋＋＋＋    

    

H7:對地方名產的產品屬

性對地方名產宅配的使

用態度 

γ16 

 

＋＋＋＋    



H8:群體規範對地方名產

宅配的使用意願 

β52 

 

＋＋＋＋    

    

H9:店家專屬資產對地方

名產宅配的使用意願 

β54 

 

＋＋＋＋    

H10:對地方名產宅配的

信任對店家專屬資產 

γ41 

 

＋＋＋＋    

    

H11:對地方名產宅配的

滿意度對店家專屬資產 

γ45 ＋＋＋＋    

    

H12:對地方名產宅配的

使用態度對地方名產宅

配的使用意願 

β51 

 

＋＋＋＋    

    

 

 

 

 

 

 

 

 

 

 

 

 

 

 

 

 

 

 

 

 

 

 



圖3-1 整體概念與假設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各項變數的定義與衡量各項變數的定義與衡量各項變數的定義與衡量各項變數的定義與衡量    

一、自變數(Independent variable) 

(一) 對地方名產店家之信任 

    信任為顧客相信名產店家會履行其責任與承諾的指標。因為沒有相關

宅配文獻探討到信任構面，所以採用網路銀行論文的信任構面，因為網路

銀行和地方名產宅配一樣，因科技進步而以新方式滿足顧客需求，所以以

信任 

認知效益 

使用意願 使用態度 
認知風險 

認知易用

性 

滿意度 

群體規範 

店家專屬

資產 
產品品質認知 

H1 

 

H2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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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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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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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 



其信任構面，來做衡量。因此這裡的衡量量表改編自 Suh (2002)中針對網

路銀行做研究時，所用的信任指標。Suh 是使用李克特七分量表，使用李

克特五分量表來衡量贊同程度，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未免造成街頭

受訪者填答上的困擾和疲倦。一共有五道題目衡量此變數。 

(二) 對地方名產宅配的認知風險 

    通常使用者對於宅配地方名產的交易卻步，是由於擔憂個人資料洩露

及匯款錯誤和商品運送時的可能損失，過程中會有許多不確定性，可能對

自身利益造成危害的一種憂慮。此部分修改自 Dipayan Biswas(2004), 

Sandra M. Forsythe etal.(2003),和Yehoshua Liebermann (2002)有關認知風險

與網路消費行為研究的論文中，所用的題目；經過修改後，這些題目成為

適用於地方名產宅配使用行為的衡量指標。所得到之綜合指標也是用五分

量表衡量，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此部分包含十三道題目。 

(三) 對地方名產宅配的認知效益 

    認知效益乃購買地方名產的消費者對使用宅配可以帶來的績效提升

的認知。此部分題目修改自 Fred D. Davis, Richard P. Bagozzi& Paul R. 

Warshaw (1989)和 Suh (2002)在研究終端使用者對於電腦技術的接受度研

究裡提到之衡量認知效益量表。亦將其七分量表在此轉為五分量表來衡

量，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此部分包含六道題目。 

(四) 對該行網路銀行的認知易用性 

    認知易用性為顧客對於地方名產宅配操作使用上的容易程度認知的

指標。這裡的量表改編自 Davis ,Bagozzi & Warshaw (1989)和 Suh (2002)在

研究終端使用者對於電腦技術的接受度研究裡，所提到之衡量認知易用性

量表，在此亦將其七分量表轉為五分量表來衡量，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

意。此部分共有五道題目。 

(五) 對地方名產宅配之整體滿意度 



    在這裡滿意度乃指顧客在使用地方名產宅配過後，對該地方名產店家

及宅配的整個服務及商品的評價。此量表來自 Oliver (1981)對整體滿意度

的衡量。也是採用五分量表，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此部分用三道題

目做衡量。 

(六)對宅配地方名產的產品品質認知 

    在問卷中用四項題目來衡量產品品質認知，用以控制因產品屬性品質

所產生的效果。 

(七)群體規範（Group Norm） 

    群體規範指的是「個人對是否採取某項行為的社會壓力的知覺」。群

體規範（subjective norm）的衡量是依據 Ajzen and Fishbein(1980)，

Ajzen(1985,1991)，及 Taylor and Todd(1995)所發展出來的量表，受訪者回

答下列兩個敘述，第一個敘述為” 大部分的人對我來說重要的人可能認為

我該店家名產宅配的行為___ ”，答案由七個尺度的語意差異量表組成，包

括不明智的及明智的、沒用的及有用的、沒價值的及有價值的。第二個敘

述是” 大部分的人對我來說重要的人可能認為我╴__使用該店家宅配地方

美食”答案由七個尺度的語意差異量表組成，包括應該及不應該。 

(八) 對地方名產店家之資產專屬性 

    地方名產顧客與店家建立了專屬資產，會造成其將來要購買相同類型

地方名產時轉換店家的困難與障礙。本研究中我則採用邱志聖(2001)於其

所著”策略行銷分析”中，根據常見的行銷問題，所發展出的資產專屬性分

類: 

(1) 特有的使用知識的專屬資產：客戶因為了解該店家的服務及訂購流

程，因而產生特有的使用知識的專屬資產。 

(2) 特有實體設備、軟體、或服務的專屬資產：當客戶成為店家會員後，

店家會提供給顧客更多新的商品資訊，店家藉提供顧客特有服務，來建立



及維繫和顧客的關係。 

(3) 忠誠客戶的優惠專屬資產：店家可能會推出鼓勵舊有顧客繼續使用之

方案，給予客戶某些不能轉移至他行使用，累積使用次數越多越好之優惠。 

(4) 無形的專屬資產：客戶與店家在互動過程中，了解彼此，建立起更有

效率之溝通的資產。 

(5) 心理層面的認同專屬資產：在客戶心中該店家有某種特殊的、心理層

面的、無法被替代的意義。 

(6) 特有無形社會壓力的專屬資產：客戶的地方名產宅配行為受其所屬群

體之影響，所以只要其不離開該群體，這樣的專屬資產就存在。此部分也

是用五分量表衡量，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共有七道題目。 

    依據以上所述分類，發展出適合於本研究的題目，所得到之綜合指標

以五分量表衡量，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此部分包含十四道題目。 

二、 依變數(Dependent variable) 

(一) 對地方名產宅配的使用態度 

    顧客對地方名產宅配的使用態度為其對於採用這項新管道來購買地

方名產，所存有的好惡評價。此部分亦改編自 Suh (2002)中針對網路銀行

做研究時，所用的使用態度指標，衡量時將其七分量表轉為五分量表，從

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此部分共有五道題目。 

(二) 對地方名產宅配的使用意願 

    使用意願為使用者對於採用地方名產宅配的這個行為，所抱持之意圖

強度。此部分改編自 Suh (2002)以及谷雅慧 (1996)兩人針對網路商務做研

究時，所使用的使用意願衡量指標，用五分量表衡量，從非常不同意到非

常同意，其中共有四道題目。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抽樣方法與問卷設計抽樣方法與問卷設計抽樣方法與問卷設計抽樣方法與問卷設計    

一、 抽樣方法 

    本次抽樣乃採非隨機抽樣法中的「便利抽樣」方法。發放時間為四月

下旬，地點主要在台北和新竹，在台北發放 150 份問卷、新竹 30 份問卷；

受訪者在受測前會先經過篩選，以確定其有宅配地方名產的經驗，方能進

行填答。 

二、 問卷設計 

    問卷分十個部分進行，第一部分和第十三部分為有關個人情況的調

查，請受訪者依個人情況勾選。第二到十二部份為關於近半年內最常宅配

或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名產宅配經驗做調查，除了七、八部分為七個尺度的

語意差異量表，包括不明智的及明智的、沒用的及有用的、沒價值的及有

價值的、應該及不應該，第二到十二部分由李克特五分量表組成，由受訪

者勾選同意程度，從非常不同意、不同意、無意見、同意到非常同意。實

際問卷內容見附錄。 
 

表3-2 問卷內容 

問卷部分 衡量變數 題數 
第一部分 

 

目前使用者與近半年內

最常往來或記憶最深之

地方名產宅配店家之來

往情況 

5 

第二部分 宅配地方名產之產品屬

性 

4 

第三部分 

 

使用者對近半年內最常

往來或記憶最深之地方

名產宅配店家的信任度 

4 

第四部分 使用者對於地方名產宅

配的認知風險程度 

9 

第五部分 使用者對於地方名產宅

配店家的認知效益程度 

4 

第六部分 使用者對於地方名產宅 5 



配店家的認知易用程度 

第七部分 群體規範 4 

第八部分 控制力 3 

第九部分 

 

使用者與近半年內最常

往來之地方名產宅配店

家所建立之專屬資產程

度 

6 

第十部分 使用者對於使用該地方

名產宅配店家的態度 

4 

第十一部分 使用者對於使用該地方

名產宅配店家的意願 

4 

第十二部分 

 

使用者對近半年內最常

往來之地方名產宅配店

家的整體滿意度 

3 

第十三部分 個人基本資料 11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資料分析方法資料分析方法資料分析方法資料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 SPSS 12.0 版 and LISREL 8.5 版兩種統計分析軟體作為主

要分析工具。研究分析中所使用到的統計方法包括敘述統計分析

(Descriptive analysis)、信度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相關性分析

(Correlation analysis)以及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 

 

第六節第六節第六節第六節 信度分析信度分析信度分析信度分析 

    在對現象做衡量時，信度可以代表抽樣和測量工具的可靠度，因其可

衡量出用該測量工具衡量出來結果的穩定性(stability)以及一致性

(consistency)如何。一般使用李克特多元計分量表的研究中，皆以 Cronbach

所創的 α 係數作為衡量一致性的指標。由下表可以看出，本研究中，各量

表的 α 係數皆高於 0.75，達到可信的水準；且其中，除了資產專屬性的量

表信度較低之外，其他類別的量表皆有 0.84， 甚至 0.9 以上的高信度水



準，可證明本研究所用之衡量模型與樣本為相當可信的。 

 

表3-3 問卷信度分析 

量表分類(Scale) 信度 (Cronbach α) 

產品屬性 0.841 

信任 0.920 

認知風險 0.909 

認知效益性 0.946 

認知易用性 0.865 

群體規範 0.882 

控制力 0.979 

資產專屬性 0.765 

態度 0.870 

意願 0.860 

整體滿意度 0.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