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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因食品問題造成的危害 (如毒澱粉、三鹿牛奶)使得消費者越來越關注
食品安全議題，進而驅使各國使用產銷履歷以降低不良食品造成的傷害與重新獲
取消費者的信心；我國政府為確保食品安全於 2004 年起推動台灣農產品產銷履歷
(Taiwan Agricultural and Food Traceability system, TAFTS)。雖然農產品產銷履歷被
視為管理食品安全的利器，但就研究所知，關注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
的研究並不多。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與三位專家進行焦點訪談，科技接受模式 (TAM)為基礎，
在感知到有用度(PU)與感知到易用度 (PEOU)基本構面外，加入食品安全意識
(FSC)、健康意識 (HC)、感知到障礙 (PL)、對手機的焦慮 (MA)及社會影響(SI)
共七個構面，以結構方程式實證 380 位參與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的影響，
並建構「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
；另建構出四個消費者對農產品產
銷履歷接受度的替代模型，與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論模型進行比較，並對對農產品
產銷履歷態度中介信念 (beliefs)對農產品產銷履歷使用意圖 (ITU)的效果進行檢
測。
研究發現食品安全意識、健康意識、感知到有用度與感知到易用度對使用履
歷態度具正向顯著影響；態度、感知到有用度及感知到易用度對履歷使用意圖
(ITU)具正向顯著影響，感知到障礙對使用意圖具顯著負向影響。且亦實證出「消
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
，相較於四個替代模型而言，具有較佳的模型
配適度及使用意圖的變異解釋度。而態度部分中介 PU 與 ITU 和 PEOU 與 ITU 的
關係；態度則完全中介 FSC 與 ITU 的關係。最後，依據研究結果對政府施政提出
具體建議，並為未來研究提供方向與建議。
關鍵字: 農產品產銷履歷、科技接受模式、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
結構方程式、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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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 foodborne illnesses have raised the food safety concern and enforced many
countries implement traceability to control food-related risk and regain consumers’
confidence. To assure food safety, Taiwan Agricultural and Food Traceability System
(TAFTS) had been executeded since 2004. However, few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to
understand the determinants of consumers’ TAFTS acceptance.
In this study, focus group interviews with three experts were conducted and
reported. Also, this study expande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by adding
Food Safety Concern (FSC), Health Consciousness (HC), Mobile Anxiety (MA), Social
Influence (SI) and Perceived Limitation (PL), to construct a “Consumers’ Acceptance
Model for Taiwan Agricultural and Food Traceability System, CAMTAFTS.” Previous
model was examined, compared with four alternative models, and discussed,
empirically via SEM with 380 consumers. Also,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attitude toward
TAFTS (ATT), which influenc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beliefs and Intion to use TAFTS
(ITU), was examimned.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FSC, HC, PU and PEOU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ATT,
and PU is the key predictor of ATT. Moreover, four alternative models were set up to
compare with CAMTAFTS on Model Fit Index (MFI) and percentage of ATT and ITU’s
variance explained. Additionally, PU and PL siginicantly influences ITU positively, but
PL has negative effect on ITU; ATT partially mediated PU-ITU and PEOU-ITU, but
fully mediated relationship of FSC-ITU.Finally, after analyzing and discusing those
findings, some suggestions for government agencies to promote TAFTS,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were proposed at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Key words: Agricultural and Food traceability,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Consumers’ Acceptance Model for Taiwan Agricultural and Food traceability
Syste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Medi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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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章的要旨說明研究的背景、動機、目的、流程、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為研究擘畫一個藍圖，依序帶入農產品在國際間貿易的需求與其衍生的問題，說
明「農產品產銷履歷」在整個世界貿易平台上的重要性，論及消費者在前述產銷
履歷所扮演的角色，希望透過兼顧理論與實務的論述及分析，辨識出影響消費者
對農產品履歷接受度的因子，驗證態度構面的中介效果，進而建置「消費者對農
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
，提供政府推動產銷履歷政策參酌。期能透過研究者精
心的探討與分析，對國家農產品產銷履歷政策推動及食品安全管理盡一份心力。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世界各國為了能貨暢其流，加速各國在經貿上的合作與協議，紛紛成立國際
性經貿組織，如法國、西德、義大利、荷蘭、比利時及盧森堡等四國起草與簽署
的歐洲經濟共同體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ies, EEC)；美國、加拿大及墨西
哥三國簽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
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十二國及陸續加入的我國及中國等 21 國共同組成的亞
太經濟合作會議 (Asian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則至少有 159 個會員國。而各國為了不自外於國際
市場，紛紛加入世界性的貿易組織，雖然貿易組織彼此間規範與目的各有不同，
但促進多邊貿易為每個組織的初衷，而攸關國民實用的農產品也列於多邊貿易的
合作項目中，APEC 亦於 1998 年另成立「APEC Food」以促進 1.農品品產量提升、
2.食品貿易及 3.發展新的食品相關科技 (APEC, 2012)。國際貿易的興盛雖滿足消
費者的需求與促進經濟活動，但相對的，也衍生了ㄧ些問題。
Lupien (2005)指出沒有任一國家能在各項食物上自給自足，各國需進口其他種
類的食物才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農產品生產者與食品業為了大量生產、節省成
本及滿足不同的消費者喜好，生產者使用農藥、肥料或基改作物；製造者加入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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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物、著色劑、防腐劑、以確保食物在長的供應鏈中不致腐敗；零售商為了節省
成 本 ， 也 不 會 侷 限 在 特 定 國 家 選 擇 食 品 的 供 貨 商 (Berman & Swani, 2010;
Marucheck, Noel, Carlos, & Linning, 2011) ，而會多點多國購買，避免單一貨源發
生農產品危害時，確保農產品供應鏈不致失衡。上述廠商用以降低風險的策略，
卻往往是造成危害難以管制的原因 (如: 來自國外未知或未受當地管制的食品添
加物、農藥或飼料)。Marucheck, et al. (2011)亦指出食品安全至少受到三種威脅: 一、
食品本身容易腐化的問題，常因為儲藏或保存方式不對而造成食物酸敗；二、因
原物料供應及食物成品供應鏈全球化的關係，不同生產者與不同產地的原物料經
常混和使得食品供應鏈暴露在高危險之中；三、食品與零食很容易在製造與運送
過程中不經意的受到汙染，並容易成為恐怖攻擊使用的工具。而供應鏈全球化更
加劇問題食品影響區域與範圍。
在各個跨國組織積極推動之下，交通貨運日益便捷，食品供應網亦更趨複雜，
也造成食物相關的疾病對健康與經濟造成的傷害不再侷限於區域或單一國家，如
在美國狂牛症發病的牛隻卻是在加拿大染病 (Pouliot & Daniel, 2008)；而狂牛症的
爆發與蔓延造成加拿大牛肉製品對外貿易的重大損失 (Boyd & Jardine, 2011)。又
如 1999 年的 Belgian dioxin scare 是因為餵食家禽含有 dioxin 的飼料，導致 Belgian
所出產的蛋與肉品不僅在 Belgian 下架，更遭受歐盟限制出口 (Verbeke, 2001)。另
一個例子為三鹿集團 2008 年的 melamine disaster，這事件造成中國消費者對奶製
品信心崩潰，不僅公司高層主管受到調查與法辦，更使得其他國家對中國所生產
的食品產生不信任感 (Roth, Tsay, Pullman, & Gray, 2008)，迫使中國得投入龐大的
資源以改善食品安全、法律規範與推動履歷制度…等(Zhang, Bai & Wahl, 2012)以
降低及防範食品相關危害再次對國民與國家聲譽造成傷害。
國際間的農產品貿易也不再僅是商業行為，而是國家為了企業或農民謀最大
利益的工具，如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駁回美國要求加拿
大在出口至美國的牛肉上強制標示為產地國 (Country of Origin, COO)加拿大的訴
2

願，WTO 認為若標示產地國為加拿大，則美國的消費者在購買時即可能因產地國
標示而降低購買的意願，有違公平原則 (Miles & Nickel, 2012)。雖然各國在 WTO
的協定下，必須遵守聯合國食品法典委員會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通過
的牛肉的添加物 (additive) 瘦肉精 (乙型受體素，β-agonist)的最大殘留安全容許量
(Maximum Residue Limit, MRL) 的標準 (Bottemiller, 2012)，但瘦肉精的使用與狂
牛症的問題非僅是美國畜牧業及出口商對他國進口商的問題，也是國家權衡國與
國關係、牛肉食品安全與進口標準間議論不歇的爭議 (Kim, 2009; Alemanno &
Capodieci, 2012)。
然而，不僅前述的中國、美國及加拿大產生食品安全問題，我國在 2011 年亦
爆發食品原料業者為降低成本，使用非法的塑化劑替代合法使用的起雲劑的食品
安全問題，造成消費者對食品大廠 (如統一企業)、連鎖茶飲 (鮮茶道)、長庚生技…
等的不信任，原料廠負責人遭判刑及政府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受到質疑。2013 年亦
發生泉順公司 (山水米)將越南產的米混充為台灣米販售，被查獲後撤銷 CAS
(Chinese Agriculture Standards)標章的事件，而 2013 年 10 月 6 日爆發的大統長基問
題油品事件，部分食品大廠隱匿曾向大統長基購油之事實，但在媒體與主管單位
追查下，同年 11 月 3 日頂新製油公司幫味全代工的 21 項油品緊急下架，該公司
魏應充董事長於 11 月 5 日公開道歉，並辭去 GMP 推動協會理事長的事件 (黃淑
惠，2013)。上述的問題在在影響國民的健康與對政府的信任感，而政府單位也在
追查到棉子油的進口與出貨差異後，方逐步揭開整件混油的問題。若政府機關跟
業者也是資訊不對稱的話，則主管單位容易將危機處理停滯在「局部化」
，就是所
謂的「見樹不見林」
，可能在處理大統長基公司混油問題的當下，油品早已順著複
雜多樣的供應鏈流通到各個商場跟下游製程中。也因未能掌握全貌，在食品安全
管理、危機管理與危機溝通上常無法化解危機 (邱強，2001)。因此，能提供完整
農場到餐桌 (farm-to-table)資訊的產銷履歷不僅受到各國的重視，也受到我國的關
注與推動 (Hobbs et al., 2005; 行政院農委會，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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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認為的產品品質可分為三類，分別為: Nelson (1970)提出的「搜尋」
(search quality)品質、
「經驗」 (experience quality)品質與 Darby & Karni (1973)提出
的「信任 」(credence)品質。而所謂的「信任財」 (credence goods)是這項財貨在
使用後，消費者仍無法確知該財貨品質是否如廠商所宣稱的一致，只好「信任」
廠商所言屬實。農產品、食品及日常用品依前敘述常被視為信任財而進行討論 (Van
Wezemael, JKügler, de Barcellos, & Grunert, 2010; Roe & Sheldon, 2007)；也由於食品
的信任財特性，消費者在選購時得透過各項特性 (cues)如農產品的色澤、食品標
章或產銷履歷認證了解食品的品質、內涵物作為採購決策的參考。Van Wezemael, et
al. (2010) 指出若能透過標章資訊與廣告提升消費者對該項產品宣告與品質的認定，
則消費者會認定該項產品為「搜尋財」而願花 (時間)成本對該項產品瞭解。Van
Rijswijk & Frewer (2012)亦指出由於農產品具有信任財與低涉入 (Low involvement)
的特性，在選購農產品時，消費者並不會花太多時間搜尋資訊，且相較於查詢農
產品履歷，消費者於購買時直接參考位於商品上標示的標章反是較為簡單的選擇；
而較不願多投入搜尋成本(如時間)找尋履歷相關資料。且若消費者認為「不乾不淨
吃了沒病」，而認為瞭解食品的安全與來源不是那麼重要，反而會以成本為考量，
認為「便宜就好」
。甚至不會多花心思注意食品標章的訊息，更遑論花費時間搜尋
履歷資訊。綜上，上述的農產品特性與消費者的觀點，都可能阻礙農產品產銷履
歷政策的推動。
農產品產銷履歷記載農產品每生產階段所添加與使用原物料的詳細資料，上
述資料存放於可公開查詢的平台讓利害關係人查詢食品的來源與流向，如此，不
僅平常可供消費者作為消費決策的參考，也能在食品發生問題時，標註影響的範
圍，進而控制影響；Van Rijswijk & Frewer (2008) 針對歐盟消費者一系列的研究指
出履歷認證代表著品質與安全 (Van Rijswijk & Frewer, 2008; Van Rijswijk & Frewer,
2012)。綜上，農產品履歷認證的食品被消費者視為代表品質、安全與健康；亦為
國際間用來進行食品安全管理及提供消費者資訊通用的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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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消費者自我健康意識與食品安全意識的興起，消費者已逐步的關注到
農產品食用安全的問題，如董媛瑜 (2013)所述，在油品及相關食安問題爆發後，
不僅參與履歷的食品製造與供應商增多；且行政院農委會推動建置使用產銷履歷
認證食品的溯源餐廳亦能逐步增多。而食安風暴也讓食品安全問題成為消費者、
工業策略與政府政策起草所關注的核心議題 (Hobbs et al., 2005)。
綜而言之，在農產品產銷國際化潮流下，除了依靠廠商的自我規範與政府的
妥善執行外，農產品安全的問題仍需要消費者自我保護，但由於農產品信任財的
特性，消費者無法僅單靠農產品的外表而判斷出真正的品質，消費者需要更多資
訊提供決策參考，而能追本溯源提供完整資訊的產銷履歷便具有重要的角色。但
維繫農產品產銷履歷政策能持運作不僅需要政府具有決心，也要有吸引業者投入
與參與履歷認證的誘因 (如賣出較高的價格) (Zhao & Chen, 2012)，消費者對農產
品產銷履歷的態度與使用意願也會成為業者的風向球，政府的試金石，因此，探
究出影響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的因子成為重要的課題。

第二節 研究目的
隨著食品安全的議題日益受到重視，各國不僅透過各種法令規範農夫、製造
與加工業在品質與安全的標準，亦透過食品標章與農產品產銷履歷降低製造者與
消費者間資訊不對稱的問題，更希望能藉由產銷履歷能記錄農場到餐桌
(farm-to-table)的特性，在農產品安全爆發疑慮時，盡速地往前或往後追溯，以控
制與管理風險。
建置完整的農產品產銷履歷，需要農產品供應鏈利害關係人投入大量資源以
確保資訊的正確與即時性，雖然政府補助以鼓勵業者參與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
但若供應鏈末端的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差，甚至不將農產品通過履歷
驗證當作品質與食用安全的表徵，則農產品產銷履歷政策的推展與延續性會因此
受到阻礙，換言之，若能了解影響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的接受度因子，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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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能據此發展策略，進而促進政策的運作順暢。
我國自 2004 年開始推動 TAFTS，自 2008 年將原設於賣場的產銷履歷掃描器
撤除後，消費者唯有透過上網或是手提式智慧型工具才能查驗履歷資訊，為此，
本研究以通用於檢測系統接受度的科技接受模式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為基礎，依文獻討論與三位專家的焦點訪談後加入與健康與飲食自覺有關的
構面 (食品安全意識與健康意識)，且因查詢農產品產銷履歷，需將應用程式下載
於手機後，在賣場中 (社會影響)拍攝農產品產銷履歷上的履歷標章方可於手機上
查詢 (手機使用焦慮)，本研究再加入手機使用焦慮與社會影響兩構面，加上對使
用產銷履歷的感知到障礙構面，初建出「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式」，
並以前述模型對 380 位消費者進行實證驗證，以結構方程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分析與比較四個替代模型對「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式」
的模型配適度與對履歷使用意圖的變異解釋度的差異。
然，在以 TAM 為基礎的研究上，Davis, Bagozzi & Warshaw (1989)認為態度在
TAM 中的角色與效用不如 理性行為理論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
Fishbein & Ajzen, 1980)所宣稱的為重要的中介因子，但 Davis, et al. (1989)仍建議需
對態度的中介效果進行驗證。因此，本研究仍檢測「對履歷態度」的中介效果。
為使管理農產品安全的食品農產品產銷履歷能順利推動，本研究試圖辨識出
影響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的因子、建構與實證「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
履歷接受度模型」
，並實證對履歷態度的中介效果與影響；承上討論，本研究的目
的條列如下:
一、 實證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影響因子與模型初建。
二、 建構與檢驗「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
三、 實證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的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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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
為了達成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循序漸進分四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探
索與構思階段」: 本文研究者在此階段中透過閱讀報章、探討文獻及新聞討論而
思考研究範圍與議題，並邀請三位專家進行焦點訪談。第二階段在精煉研究議題
後，透過前述文獻探討與實務專家的互動，逐步釐清研究的議題與著力點，初建
「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研究架構與模型。第三階段以前述初建
「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對消費者以問卷進行實證調查與分析，
透過實證分析，驗證研究假設；並將前述模型與四個替代模型進行比較分析，以
驗證本研究模型的配適度與對履歷態度及履歷使用意圖的變異解釋度，並進行對
履歷態度的中介效果分析。第四階段為「研究論文撰寫階段」
，在此階段將前述調
查結果進行論文撰寫，並提出相關結論與建議。
四個階段內涵與做法簡述如下，具體研究流程如圖 1-1：
一、構思階段：
1. 發掘研究主題-研究議題發想以食品衛生與管理為主軸進行。
2. 蒐集次級資料-政策分析、新聞時事、文獻探討與整理。
3. 發展與設計研究議題-廣及食品危機對危機管理及農產品生產履歷。
4. 進行焦點訪談-以半結構式問卷為主，由研究者與夥伴與三位專家進行焦點
訪談，透過專家的觀點與見解略窺議題的全貌，為定量調查訂定基礎。
5. 提出研究架構與模式。
6. 依研究議題設定，為求能同時檢測模型與潛在變數(latent variables)的關係
與影響，研究者以結構方程式為分析方法，輔以因素分析判斷假設模型
的信度與效度是否符合學者建議。
7.完成論文提案。
二、
「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初建階段:
1. 初步建構理論模型-依前階段文獻及焦點訪談所知構面，初步建構理論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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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2. 構面展開與問卷建構-依上述模型展開，發展出適當的問卷題項，針對大
學生進行問卷預測，依預測結果，修正部分題項的語意，避免填答者誤
判題意而造成困擾。
三、建構「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階段:
1. 問卷施測、回收、分析與解釋。
2. 替代模型檢測: 以同樣本實證出四個替代模型的模型配適度與對履歷態度
與使用意圖的變異解釋度。
3. 實證與分析對履歷態度的中介效果。
四、研究論文撰寫階段：
1. 結論、建議及管理意涵: 根據上述分析結果，撰寫論文，並提出結論、建
議與管理意涵供有關單位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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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農產品安全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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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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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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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式展開
(問卷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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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證分析
模式驗證/ 研
究發現

階
段
四

結論與建議
圖 1-1:研究流程圖
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範圍擴及二個層面，第一個層面為在文獻探討後，透過焦點訪談三位
分屬零售與檢驗領域的專家，獲致農產品產銷履歷供應鏈實際執行者的觀點，並
綜結出重要關鍵的想法與報告；第二層面研究範圍為高雄與台北兩大都會區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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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以文獻探討與前述的焦點研究為基礎，透過訪員協助消費者問卷填答，獲
致 380 份有效問卷。因此，本研究的範圍擴及文獻討論、專家焦點訪談與消費者
實證研究，期望透過嚴謹的研究設計，對研究的議題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研究限制部份，雖然「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對消費者的
態度與使用意圖有高的變異解釋度 (分別為 57%及 77%)，但本研究仍為初次建構，
實證模型與影響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的構面仍需後續研究驗證，本研究亦提出
對後續研究的建議；期能拋磚引玉，讓更多研究者能投入「農產品產銷履歷」相
關研究，而能找到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的最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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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第一節說明農產品產銷履歷的定義與功能；第二節介紹科技接受模式的
理論與其應用；第三節介紹態度的中介效果，論及態度的中介角色及態度中介信
念對使用意圖的影響爭議；並以前述文獻探討所得做為第五章實證研究的基礎。

第一節 農產品產銷履歷
依照聯合國食品法典委員會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定義，所謂的農
產 品履 歷 是能提供食品的生產 、製造與運送過程等特定階段的資訊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2006)。歐洲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 2007)將農產
品產銷履歷定義為： 追蹤與追溯加工農產品、原物料、動物相關的加工農產品，
從種 (養)植 (殖)、生產、加工到流通所有階段的相關資訊的能力。綜言之，履歷
的源自追溯的概念，亦即透過建置完善的農產品履歷系統，製造商與加工廠需提
供正確的訊息，供利害關係人透過公開的系統向產品的上游或下游查詢到每一個
階段的資訊。
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能達到五個目的: 一、有效能的管理食品供應鏈的儲存、
下單與運送；二、有效能的管理產品驗證與管制；三、管控食品安全的風險與危
險食品的回收；四、確保食品在製造中及成品的品質，及較少被提及的五、提供
消費者關切的食品資訊 (Barling, Sharpe & Lang, 2009)。Gellynck & Verbeke (2001)
認為農產品產銷履歷具有下列幾種效益:一、幫助製造者確保顧客食品來源與食用
安全；二、幫助辨識受感染的食品與次級品；三、幫助因食用食品衍生疾病的控
制與管控農藥殘留量；四、驗證與確認支持系統及符合食品標示的法令規定；許
多學者亦提及建置農產品產銷履歷並能減輕消費者與製造者間訊息不對稱的問題
(Ortega et al., 2011; 蔡憲唐、蕭宏金、洪嘉聰、陳彥鉛，2012) 。Wang, Li, & O'Brien
(2009) 亦認為良好的農產品產銷履歷具有確保食品安全、食品品質與降低不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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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回收衝擊的功能。
農產品產銷履歷也被視為管理食品回收或下架的工具 (Mora & Menozzi,
2008)。且 Manzini & Accorsi (2013)認為有效率的履歷系統不只維護了食品安全，
更是好的食品供應鏈管理工具。而 Van Rijswijk & Frewer (2006)認為履歷能提供足
夠的資訊讓消費者辨認製造商所宣稱食品的品質是否屬實。
綜而言之，有效率的農產品產銷履歷能提高管理效能、降低危險 (瑕疵)食品
的傷害、幫助管制農藥及食品衍生疾病及降低製造商與消費者間訊息不對稱的問
題。因上述效能，農產品產銷履歷被各國廣被應用為管制食品安全的工具 (行政院
農委會, 2006; Hobbs et al., 2005; Van Rijswijk, Frewer, Menozzi, & Faioli, 2008; Kher
et al., 2010; Zhang et al., 2012)。

第二節 科技接受模式
理性行為理論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 Fishbein & Ajzen, 1980) 由
Fishbein and Ajzen (1975)所提出,指出個人對某行為的意圖 (BI)會受到態度 (ATT)
與社會觀感 (SN)的影響，也就是 BI=ATT+SN。Davis (1986)依據理性行為理論
(TRA)在他的博士論文中第一次提出所謂的科技接受模式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的概念。TAM 提供了解外在因子對內在信念、態度和意圖的影響的
基本架構。並適合做為驗證使用者對電腦/ 資訊系統接受度的驗證模型 (Davis,
1989)，自 Davis, Bagozzi & Warshaw 於 1989 年提出 TAM 後，吸引許多研究者將
TAM 應用於雇員對資訊系統 (Information System, IS)接受度的研究 (Venkatesh,
Davis & Morris, 2007)。科技接受模式如下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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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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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科技接受模式
資料來源: Davis (1986)

由上圖可知，Davis (1986)認為人的外生變數會影響人對資訊系統 (Information
system, IS)的感知有用度(PU)與感知易用度 (PEOU)，並對使用 IS 的態度 (ATT)
造成影響，進而改變對 IS 的使用意圖與真正使用的情況。因此，TAM 廣泛應用於
探討消費者對資訊系統接受度的關係，近期研究包含消費者對健康照護科技接受
度的研究 (Chau & Hu, 2001； Moores, 2012)；探討線上購買股票自我服務接受度
(Liu, Huang & Chiou, 2012)；驗證電子稅務系統 (e tax)在個人層次接受度 (Hu et al.,
2009)的關係；TAM 也被證明適用於與網際網路相關 (如 e-mail、網頁與線上交易)
的研究上 (Egea & González, 2011)；綜上，由 TAM 與其發展出來的擴增模式被視
為預測個人對資訊系統接受度的有力與精簡的模式 (Legris, Ingham & Collerette,
2003; Liu et al., 2012)。
由前討論得知，科技接受模式包含兩個主要的構面: 感知到有用 (Perceived
Usefullness, PU)與感知到易用 (Perceived Ease of Use, PEOU)。PU 為個人感受到他
接受使用某種 IS 將使他的效能增強的程度，而 PEOU 為個人認為學會使用這個系
統的付出應該多少的程度 (Davis, 1989)。
一般而言，PU 常被視為個人態度、意圖與行為的預測因子，許多研究亦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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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 對資訊系統接受度具有顯著影響 (Igbaria & Iivari, 1995; Moores, 2012)，然，相
較於 PU 而言，在部份研究中，PEOU 並不是常具有統計顯著性的預測因子 (Chau
& Hu, 2001; Igbaria & Iivari, 1995)。雖然如此，仍有研究者指出 PEOU 為影響態度
的重要因子 (Liu, Huang & Chiou, 2012; Moon & Kim, 2001)。承上所討論，感知到
有用與感知到易用的對接受度的效能似乎會因研究對象或是研究設計而有所不同，
考慮到研究的完整性，本研究於模型檢測時，仍是將 PU 與 PEOU 當作模型基本構
面進行討論。
Venkatesh, et al. (2012) 指出之前的學者多將 TAM 應用於調查職場雇員對資訊
系統的接受度，反較少使用於探究其他領域的 IS 接受度；Schepers & Wetzels (2007)
所做的後設研究分析顯示: 在他所探究以科技接受模式為主的 63 份文獻中，以學
生為樣本的有 35 篇，以職員樣本佔了 10 篇；而前述以學生或職員為樣本的研究，
反而限制了 TAM 的應用範圍。因此，部分研究不僅呼應 Venkatesh, et al. (2012)的
觀點，並認為必須對 TAM 加以修正及擴充以適用於解釋其他的現象 (Legris et al.,
2003; Lim et al., 2011; Holden & Karsh, 2010)。
承上討論，為兼顧實務應用與理論意義，本研究在文獻探討、實務觀察與專
家焦點訪談後，於基本的 TAM 構面 (感知到有用度、感知到易用度、對履歷的態
度及對履歷的使用意圖)外新增五個構面，以能擴大科技接受模式的適用範圍至農
產品產銷履歷；擴增構面的來源與依據分別簡述如下:
一、感知到障礙: 因消費者對農產品的信任財 (Credence goods)與低涉入的特性，
影響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的態度，與降低使用的意願。
二、手機使用焦慮構面: 觀察到自 2008 年農委會撤除賣場的 TAFTS 的 QR Code
掃描機後，消費者構面僅能透過手提智慧型工具，掃描農產品上的 QR Code
以獲得資訊，換言之，下載 TAFTS 軟體、掃描、閱讀資訊都得在手機上完成，
因此加入手機使用焦慮檢測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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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影響構面: 源自上述的狀況，羅蘇素 (2012)提及消費者在使用自己的手
機或平板電腦掃描食品上的 QR code 時，可能擔心被視為存心不良，而降低
使用 TAFTS 的意願。
四、食品安全意識及五、健康意識: 透過焦點訪談，新增與消費者自覺相關的兩
個構面: 食品安全意識與健康意識；焦點訪談過程與結果於第三章第五節說
明。
上述構面於第四章第三節討論與說明構面衡量方式與操作型定義，研究以消
費者為對象，以能對政策推動做出具體的建議。

第三節 態度的中介效果
Baron & Kenny (1986)指出當獨立變數 (independent variable)可透過第三個變
數對依變數 (dependent variable)造成影響時，這第三的變 數即稱為中介 變數
(mediator)；中介效果分析主要是檢查自變數對依變數的效用 (causal effect)除了直
接效用 (direct effect)外，是否仍有透過中介變數 (mediator)而產生的間接效用
(indirect effect)。
本研究以下列的圖例解釋所謂的中介變數，在一個原僅有單一獨立變數與單
一依變數的情況下，獨立變數對依變數的影響為 c。而加入了另一個變數後，獨立
變數、中介變數與依變數的關係產生變化，而形成了獨立變數對中介為 a，中介對
依變數為 b，而原有獨立變數對依變數的影響則不再是 c 而成了 c’。
當一個變數具有下列三種效用時，我們視其為中介變數 :一、當獨立變數對此
變數具有顯著的影響效果 (路徑 a 有顯著影響)時；二、當此變數對依變數具有相
當的影響時 (路徑 b 有顯著影響)及三、當路徑 a 與路徑 b 的效果被控制後，獨立
變數對依變數原有顯著的關係消失了，亦即，多了中介變數，則獨立變數對依變
數的直接關係並不顯著，則我們稱這個情形是獨立變數與依變數的關係被中介變
15

數完全中介 (full mediated)；若加入中介變數，獨立變數透過路徑 a 與路徑 b 對依
變數有影響，透過 c’也仍有顯著影響，則稱這個情況為中介變數部分中介 (partially
mediated)獨立變數與依變數間的關係；而若獨立變數與依變數在未加入中介變數
時，路徑 c 並無統計上的顯著性，則將不討論中介變數是否會對兩變數造成中介
效 果 的 問 題 。 本 研 究 依 Preacher & Hayes (2004) 之 建 議 以 AMOS 20 進 行
Boostrapping 法分析中介效果，並於第五章第四節進行探討。

c
獨立變數

依變數

中介變數
a

b

c’
獨立變數

依變數

圖 2-2 中介效果示意圖
資料來源: Kenny, D.A. 2013. http://davidakenny.net/cm/mediate.htm

Ajzen (1991)認為態度 (Attitude, ATT)為人們對行為的喜歡或不喜歡的評價，
且為預測消費者選擇產品與服務的重要預測因子 (Voon, Ngui & Agrawal, 2011)。
TRA (Fishbein & Ajzen, 1975)中將態度視為信念 (beliefs)與行為意圖 (behavioral
intention)間重要的 中 介變數 (mediatior)並 為使用意圖 的預測因 子 。然 Davis,
Bagozzi & Warshaw (1989)研究指出態度不若 TRA 所認定的為信念與行為意圖的影
響因子，反指出態度僅對行為意圖具有部分中介效果，必要時可以捨去而不會影
響模型的解釋度，但仍需對態度的中介效果有所探究；且 Szajna (1996) 和 Wu, et al.
(2011)指出刪除 ATT 後直接以 PU、PEOU 檢測人們對 IS 的行為意圖反較有 ATT
的 TAM 模型適當，甚至有較好的模型配適度 (Wu et al., 2011)。但，相對的 Schepers
& Wetzels (2007)對 51 篇文章所做的後設研究除了證明科技接受度模型構面間的效
16

果外，仍確認 ATT 具有中介效果。Kim, Chun & Song (2009) 針對 18 篇研究 IT 接
受度的後設研究指出態度對信念有完全中介、部分中介或無中介效果等不同的狀
況。承前討論，使用 TAM 為主要模型架構的研究仍有必要對 ATT 的中介角色進
行討論 (Davis, Bagozzi & Warshaw,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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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農產品規範與產銷履歷系統

本章第一節對我國的農產品安全規範作概述；第二節對影響農產品產銷供應
鏈的利害關係人進行說明與討論；第三節討論農產品產銷系統的威脅與挑戰；第
四節則對我國農產品產銷制度的緣由做說明；第五節則說明農產品產銷履歷專家
焦點訪談的過程與結果。換言之，本章由政府農產品安全規範談起，論及利害關
係人間的互動，談及農產品產銷系統不得不面對的威脅，對農產品履歷制度做法、
驗證及相關研究做說明，最後，則透過與三位專家的焦點訪談深化研究的內涵。

第一節 我國農產品安全規範概述
聯合國糧農組織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2003)認為所謂的良好農業規範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GAP)是能達成 1.確保
食物供應鏈產品的安全與品質、2.透過修正改善供應鏈的管理確保優勢、3.提高自
然資源的使用、工人的健康和改善工作環境及 4.為發展中的國家農民與出口商創
造市場。GAP 主要分析食品加工過程中風險出現的原因，並提供農民與製造商永
續與經濟的種植與生產方式的參考，期能妥善的應用農業資材 (肥料與農藥)，在
對環境最低的傷害下透過合宜的工作條件生產出健康與高品質的農產品。在國內，
以 GAP 方式培育的農產品經認證後，將授予『吉園圃』認證標章。
臺灣良好農業規範 (Taiwan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TGAP)為政府邀集農業
相關學者所訂立的有關各類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流程的施作與驗證準則。根
據「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管理辦法」的規定，生產標準需包含: 1.生產流程圖、2.
風險管理表、3.自我查核表、4.資材使用資訊、防治曆資訊及 5.生產及出貨記錄簿。
換言之，TGAP 是針對整個生產流程做規範，降低危害產品品質與安全性的風險
(例如微生物感染或農藥殘留等)。符合 TGAP 的生產規範，並經驗證單位驗證合格
後，即可使用產銷履歷農產品『TAP』這個標章 (台灣農產品安全追溯網，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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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TAP 與吉園圃標章
資料來源: 台灣農產品安全追溯網

風險管制點 (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 HACCP)強調事前監控優
於事後檢驗，其包含兩個意涵，亦即 1.危害分析 (Hazard Analysis, HA)與 2.重要管
制點 (Critical Control Point, CCP)；所謂的 HA 即以科學化與系統化的方法針對食
物由原料採購、驗收、加工、包裝、流通至消費者的餐桌為止進行危害分析。而
CCP 則是在分析後，對製程中的某一點，訂定預防措施以降低或去除可能的傷害
(胡忠一，2006)。台灣於 2004 年通過 HACCP 為食品工廠及餐飲業之規範 (廖鋸賢,
2012)。
良好生產規範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GMP)食品認證制度，是由經濟部
工業局邀集相關機關在 1989 年依據「經濟部食品 GMP 推行方案」開辦，並委託
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及中國食品 (後更名為台灣食
品)GMP 發展協會等機構負責執行及推廣。注重產品在整個製造過程之品質與衛生
安全的自主性管理制度。GMP 規範工廠製造、包裝及儲運過程中，有關人員、建
築、設施、設備之設置，以及衛生、製程及品質之管理。在藥品 GMP 由輔導改為
強制實施後，依法移由衛生署 (現衛生福利部)主管。經濟部工業局另於 2000 年將
「食品 GMP 認證制度」，由「政府主導推動階段」轉變為「政府與民間共同推動
階段」
，民間團體係由食品 GMP 認證廠商籌組之社團法人台灣食品 GMP 發展協會
代表。經過 GMP 認證的食品類別已由 15 類增加至 28 類，截至 2012 年 11 月止，
已有 441 家工廠，3,700 多項產品通過食品 GMP 認證 (李水蓮，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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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產品標準 (Chinese Agriculture Standards, CAS)食品認證制度，則是由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依據 1986 年訂頒之「優良農產品標誌制度作業要點」，以提升國
內農產加工品品質、衛生為前題，委由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中央畜產會及中華
民國冷凍食品發展協會等機構負責執行及推廣。CAS 認證食品需具有下列特點: 1.
原料以國產品為主、2.衛生安全符合要求、3.品質規格符合標準及 4.包裝標示符合
規定等之特點。目前 CAS 驗證品項計有肉品、冷凍食品、果蔬汁、食米、醃漬蔬
果、即食餐食、冷藏調理食品、生鮮食用菇、釀造食品、點心食品、蛋品、生鮮
截切蔬果、水產品、林產品等 14 大類 (程俊龍，2012)。

圖 3-2 CAS 與食品 GMP 標章
資料來源: 程俊龍(2012)；台灣食品 GMP 發展協會

台灣在九零年代早期引進良好農業生產規範的概念，並逐步輔導加工廠、製
造商及農業協會達成良好生產規範與推動 HACCP 以降低發生食品危害的風險；食
品安全管理的觀念也由以往僅重視生產安全，進步到注意維護食品製造過程的安
全性；且台灣自 2002 年成為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會員
國後，依 WTO 的共同協議需對外開放農產品市場，為保障國人食品安全，台灣農
委會自 2004 年開始試辦農產品產銷履歷。

第二節 農產品產銷供應鏈利害關係人
一、政府機構
政府扮演法規制定與制度推展的工作。政府所制定的農產品法規、農藥 (肥料)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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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種植、製造標準與規範 (如 TGAP 認證)影響範圍甚大，任何改變均影響利害
關係人的權益或決策。例如美國牛瘦肉精 (乙型受體素)的最大殘留安全容許量
(Maximum Residue Limit, MRL)一經 Codex 同意通過後，世界各國同意採行，則牛
肉法定的最大可接受標準即成為 10 PPM，而不再是原規範的不得檢出 (行政院農
委會，2012)，縱使瘦肉精殘存的規範仍是許多國家的食品安全與進口標準的爭議
(Kim, 2009; Liu, 2013)。一經國際協議訂定，其他相應的規範也得予以修正，如第
三方驗證機構驗證標準、生產及加工業生產物添加量，當然也會改變消費者的選
購行為與健康。而政府也需透過宣導鼓勵產銷履歷的認證、採用與消費。
二、第三方驗證機構
2011 年 6 月 22 日總統令頒布之「農產品衛生管理法」第五章「查驗與登記」
規定第三方驗證機構（含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委託之學術及其他機關）
能依照政府頒布的法令與標準，進行主動或是被動的檢測；換言之，第三方驗證
單位能對產品品質進行驗證，降低廠商與消費間資訊不對稱的情況(Deaton, 2004）
。
但，第三方驗證單位礙於技術或政府查驗相關法規，對某些產品的檢驗仍無法區
分出產品該項品質是否合乎廠商所宣稱的樣貌，例如農產品的原產地、預期外的
殘留成分等。而這次大統長基公司所摻雜的銅葉綠素事件即是法規規定不可添加，
但卻無法檢驗出來是否添加(東森新聞，2013)。而對乙型受體素(瘦肉精)的檢驗，
也只能依照政府規定的最大殘留安全容許量進行驗證是否符合標準。
三、產銷履歷資訊系統
Hobbs (2004)認為產銷履歷資訊系統應具備：1.事前的驗證系統，在問題發生
前就對能先廠商進行驗證，以藉此降低發生危害機率。2.事後的權責歸屬系統，以
區別農產品的流向，明確事件的責任歸屬。3.事後的反應系統，使能及時召回有問
題的農產品以減少社會成本的浪費。換言之，產銷履歷資訊系統需能迅速判斷可
能的潛在危害範圍並立即召回在通路中的問題農產品，以及進行通路重建以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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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的供應夥伴的優點。但如同前部分所討論，保存記錄或填寫記錄常造成供
應端的壓力，造成參與意願低落。
四、生產及加工業
品質標章 (ISO2000、GAP…標章)是企業與消費者溝通的工具 (Caswell &
Mojduszka, 1996)。農產品規範的安全標準影響廠商內銷或外銷，學者認為得到相
關單位的認證將有利於銷售 (Jaffee and Jabbar, 2005)。如此，不僅提升消費者忠誠
度、降低消費者的價格彈性、建構出競爭力，擴增市佔率，而提升銷售毛利。換
言之，生產與加工業有必要藉由種種管道 (廣告或食品商的標章)讓消費者認知到
產品自身的品質(Salaün & Flores, 2001)，但這些必須投入大量的成本與資源，且經
過認證後的商品能否與其他未認證的農產品形成差異化是生產與加工業關注的議
題。
五、農產品供應鏈效能
交易成本產生在利害關係人管控產品品質、改善資訊透明度、確認產品責任
歸屬、確保產品安全與控管組織時發生，唯有藉由供應鏈每個環節都能依照一致
的品質規範運作，並經過通用的認證系統 (如 ISO 2000）認證後，產品能方能「無
縫接軌」而有效降低交易成本 (Holleran, Bredahl & Zaibet, 1999)。但當雙方有資訊
不對稱的情形產生時，為了確保品質與運作，雙方的成本便會增加，如資訊搜尋
成本、協商成本及監控成本會因為資訊不對稱而需花更多的資源驗證、協商與監
控。因此，農產品供應鏈中需加入適合的品質認證系統，讓所有的利害關係人皆
符合規範與標準，以達成降低成本的目標與效能 (Hobbs, 1996)。
六、消費者
農產品為人民生存的必需品，若農產品安全發生問題也會衍生信心危機，甚
至造成政府威信受損。在整個供應鏈中人民為資訊最不足夠的一方。為了維護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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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食用安全與權力，必需要有客觀第三者把關。因此，政府需制定標準並嚴格
確保農產品的安全，並規範廠商提供足夠與正確的訊息，讓消費大眾能自我判斷
以降低不確認感 (Van Kleef et al., 2007; Verbeke, 2005)。然添加物、畜牧用藥和化
學合成品的廣泛使用並無法簡易的由外觀判斷風險與安全性。因此，消費者選擇
食物時除了關心美味與價格外，也會藉由產品上的各式標示 (如 HACCP、GMP、
TGAP…認證等)判斷農產品的安全性 (Henson & Jaffee, 2008)，綜上，農產品產銷
履歷標章所載明的資訊內容為消費者購買農產品意願的重要參考要素之一
(Pouliot & Daniel, 2008)。

第三節 農產品產銷供應鏈的威脅與挑戰
除了第二節所述農產品產銷履歷利害關係人的關係，根據文獻討論，一般而
言，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系統需面對以下威脅與挑戰:
一、複雜的農產品來源
除了農藥殘留的程度非經檢測無法確知外，在農產品加工的部分，製造商為
兼具成本效益與便利性，同一批加工農產品可能會來自不同的生產者，除了對廠
商具有較好的談判將會，也能避免單一貨源污染而造成供應鏈失衡的問題，但卻
造成農產品管理與流程記錄佚失的可能性與管理的困難度。
二、廠商消費者間的資訊不對稱
消費者在選購農產品時依其當時選購需求搜尋農產品，且因農產品的信任財
特性，除了選購農產品的經驗法則 (看或聞)外，消費者只能接受或信任廠商所提
供的資訊。然廠商可能為了有利可圖，在沒有明確規範及定期檢驗的壓力下，造
假欺騙，以不完整的資訊標示較低品質的產品，或以包裝與行銷手法誤導消費者，
造成消費者與賣方間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如 2013 年大統長基公司以劣質油或添加
物混充高級橄欖油販售，不僅讓許多公司受到罰款與撤銷 GMP，也讓國內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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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GMP 認證與國內油品工業失去信心。
三、成本效益權衡
Liao, Chang & Chang (2011)指出對生產者而言，參與農產品產銷履歷認證並未
對他們產生正面的經濟效益；建置農產品產銷履歷不僅主管機關需要投入更多資
源與人力以確保系統的運作、資訊的正確與系統的資訊安全性。Dani & Aman
(2010)也指出流通業者亦得投入資源 (如資訊系統、冷凍設備)以確保食物運送的安
全與資訊可追溯性；製造商也需要資訊系統將每一階段的製程與原料詳實記載與
呈報，甚至需要改善流程與原料來源，以取得 TGAP 驗證。上述成本是否能順著
產銷履歷的推動而讓消費者買帳?並讓前期投入的支出與改善後的效益能取得平
衡?前述兩點對有意投入農產品產銷履歷認證的公司或個人而言，並不容易權衡。

第四節 我國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
行政院農委會所推動的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的三大執行架構為：
「建立良好農
業規範」、「規劃建置資訊管理與追溯平臺」及「建構獨立公正的第三者認驗證制
度」
，並由三大架構拓展出六大基礎工作，包括：一、按農產品種類，建構以消費
者為導向的具高品質與安全性農產品供應鏈管理系統；二、建立符合品質管理與
國際安全標準的生產標準作業模式；三、產銷過程透明化；四、產銷過程全面品
質管理；五、建構產銷過程資訊平台和六、設計獨立公正的第三者驗證制度 (陳祈
睿，2007)。
衛生署亦建構加工農產品追溯制度，於 2005 年執行「農產品履歷可行性之研
究計畫」
，2006 年執行「農產品履歷制度建立之先導規劃計畫」，藉此來瞭解國內
推動加工農產品追溯環境，並加入農產品、賣場系統、乳品、水產品及餐盒業者
等項目之追溯，一方面評估不同商業型態架構之紀錄流、資訊流和條碼以建立農
產品履歷系統之可行性評估，另一方面則透過業者說明會推廣相關概念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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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商業司自 2006 年度開始推動「加工農產品流通履歷追蹤計畫」，以達
到串聯農產品製造商、物流業以及零售業，自供應鏈上中下游一同建構完成「加
工農產品的流通履歷追蹤系統」
，追蹤農產品從加工廠經由物流、銷售通路到最終
消費者整個過程，以保障業者和消費者的權益
農產品產銷履歷包含五個部分的資訊:一、生產 (由 TGAP 規範)；二、製造 (由
GMP 或 HACCP 規範)；三、運送；四、銷售與五、消費者紀錄以達成由農場到餐
桌的都能管理的目標 (Hu, 2009)。承上所述，臺灣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是「臺灣良
好農業規範 (TGAP）實施及驗證」和「履歷追溯體系」的結合，前者目的在降低
生產過程及產品風險，後者則是在釐清所有參與者的責任歸屬。圖 3-3 簡單表述農
產品產銷履歷的核心價值與達成方法:

標準

3.可追溯
危害處理

1.安全
農產品安全
履 產
歷 銷
2.永續
農業環境永續

4.資訊公開
消費安心
對於相關進出貨物
進行紀錄；上傳部分
記錄

達成 各項作業依循產銷作
方法 業基準，並做成紀錄

符合性
評鑑系
統

驗證

由第三者驗證把關，確認符合性
由

主
管
機
關
檢
查
及
抽
樣
檢
驗

四
大
核
心
價
值

認證

由認證機構確認驗證機構能力

圖 3-3 農產品產銷履歷核心價值與達成方法
資料來源: 王聞淨，2012

由圖 3-3 可知，我國農產品產銷履歷的核心價值在於實現一、農產品安全；二、
農業環境永續；三、.提供危害處理依據及四、以資訊公開的方式讓消費者能安心
食用。農產品在生產過程中，除了各項作業需依循生產及產銷作業基準 (如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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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0、GAP、GMP 及 HACCP)執行外，利害關係人亦須對於相關進貨、出貨進行
紀錄，並上傳紀錄供查驗或查詢。另外，農產品安全及品質除生產單位自行管理
外，另有第三方驗證機構把關，確認生產出的農產品能符合國內制定之食用標準；
而驗證機構則由政府認可的認證機構，如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Taiwan
Accreditation Foundation，簡稱 TAF)確認驗證機構的能力，但也因 TAF 為唯一認
證機構，不免衍生疑義 (總統府公報，2013)。
圖 3-4 代表現行農產品產銷履歷推動的農產品項目包含一般作物、有機作物、
作物加工、家畜、家禽、家禽加工、養殖漁產品及漁產品加工等範疇，業者(生產
者與製造者)需提出申請，並依據 TGAP 的種植/養殖規範進行農產品的生產，通
過第三方驗證機構驗證為良好 TGAP 產品後，政府將同意生產及製造者將農產品
產銷履歷標章置於商品上，一方面標示農產品經過驗證，一方面提供二維條碼(即
QR code)與一維條碼供民眾查詢。但主管單位亦會對符合 TGAP 的業者進行追蹤
查驗以確保農產品的安全與品質。農產品產銷履歷標章標誌及標章註記說明如圖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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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產銷履歷驗證與認證流程圖
資料來源: 王聞淨，2012

二維條碼
QR-Code

TAP 標誌
農產品品名
第三方
驗證機構

包裝日期

追溯號碼

一維條碼

追溯網址
圖 3-5 農產品產銷履歷標章及其包含資訊
資料來源:徐家私藏米，http://blog.yam.com/pingrice；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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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農委會 2007 年曾於全台 100 個超級市場裝置 QR code 的掃描機供民眾查
詢 (行政院農委會, 2008)，然於 2009 年七月後因成本與使用率的考量，農委會將
這些終端機撤除；而改由消費者使用智慧型手提工具裝置直接讀取食品上的 QR
code 應用程式替代。消費者欲購買具有農產品產銷履歷標章的商品時，可於網頁
http://taft.coa.gov.tw 輸入一維追溯碼，或是透過個人智慧型手提工具直接照射履歷
標章上的 QR code (二維條碼)而取得資訊後再決定是否採買。綜而言之，只要透過
智慧型手提工具 (如手機或平板電腦)，不論是政府單位、生產者、製造者、流通
商及消費者皆能獲得相關生產者及製造者所提供的資料(如生產、製造、農藥添加、
肥料施用…等) (Lur, 2005)。
Liao, et al. (2011)針對臺灣果農與菜農研究研究指出由於農村人力高齡化及對
履歷認證的低自覺，造成生產者參與農產品產銷履歷認證的意願低落，學者認為
前述原因是台灣自 2004 年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以來，造成生產者與製造者低參與
率的主因，為此研究者建議政府需對果農與菜農提醒農藥殘留的影響，請地方農
會或透過補助金提升果農及菜農的參與率。而 Voss, et al. (2009)由製造商的觀點切
入，他研究指陳製造商在選擇供應商時，在權衡運送的可信賴度、價格、品質及
食品安全的重要性時，相對的會較為忽視食品安全的重要性。而台灣 2013 年味全
公司與頂新油品公司也疑因成本考量，購買大統長基公司所生產的劣質油品並混
裝牟利，而造成消費者對油品的恐慌並對 GMP 與食品大廠的商譽失去信心，甚至
對政府食品安全把關能力失去信心，廠商的心態與 Voss, et al. (2009)指陳業者在成
本與獲利的考量下，會輕忽食品安全的觀點是一致的。
研究者指出消費者在食品供應鏈中扮演關鍵拉力的角色 (蔡憲唐等，2012)，
該研究亦指出農產品履歷所提供的產地與製造過程等標章品質資訊對消費者具有
魅力，而能促使消費者購買履歷認證的產品。Dickinson & Bailey (2002)指出消費者
對履歷系統的認知程度將影響農產品產銷履歷推動的成效。承上討論，暫不考量
廠商惡意欺騙消費者的可能，生產者與製造者參與履歷認證不僅需經過繁瑣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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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依規範進行栽種與製造，並將正確的資訊提報至產銷履歷系統內，若無
政府資金的挹注，消費者對履歷認證農產品的態度、意願甚至願付價格高或低影
響其他利害關係人 (如政府與生產者)的決策，其他學者亦獲致相近的結論，如
Carter & Bélanger (2005)認為為了順利推動政策能，政府應先了解影響消費者的決
策因子。Zhang, et al. (2012) 則指出消費者對履歷驗證產品的態度與願付價格將影
響政策決策者評估推動履歷的經濟效益。綜上學者研究發現，若能辨識出影響消
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的態度與使用意圖因子將有助於農產品產銷履歷政策的推
動 (Chrysochou, Chryssochoidis & Kehagia, 2009)。
然，在產銷履歷研究議題裡，Barling, et al. (2009)探討食品履歷在麥子由種子、
農藥施用、農場至磨坊的永續與道德相關議題；Cornelisse-Vermaata, et al. (2008)
研究利害關係人 (如製造商、供應商及零售商)對產銷履歷資訊載具 (information
carrier)的偏好度；Gellynck & Verbeke (2001)關注的是消費者對履歷製造紀錄與食
品功能性資訊的態度；Wilson, Henry & Dahl (2008)關注的是產銷履歷對供應商造
成的風險與成本；Mejia, et al. (2010) 關注的是加工食品產業對履歷成本與效益的
評估；Hobbs, et al. (2005) 則關注履歷對降低訊息不對稱與願付價格的影響；Chen
& Huang (2013) 研究速食店採用農產品產銷履歷對消費者購買意願的影響；Wu,
Xu & Gao (2011)指出在毒牛奶事件後，中國消費者對產銷履歷驗證食品的願付意
願顯著的升高。Ortega, et al. (2011)指出中國消費者對具有政府認證、第三方驗證、
產品追溯系統及產品標章的食品有較高的願付價格。在台灣有關農產品產銷履歷
的研究有: Liao, et al. (2011)討論的是生產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認證的態度；蔡憲
唐 (2012)等人討論的是農產品製造者、產銷資訊系統、政府管理人員、流通人員
與第三方驗證機構的相互關係與關鍵成功因素。
承上討論，過去有關農產品產銷履歷的研究在消費者的部分多論及願付價格、
在供應鏈中科技應用、成本與風險、資訊可靠度等相關議題，且履歷認證被視為
影響消費者決策 (願付價格或購買意願)的因子，就研究範圍所及，較少學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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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的影響因子與關係；此外，本研究專注於討論消
費者對產銷履歷接受度另有如下三個原因: 一、生產及加工業運作曾有 Liao et al.
(2011)進行研究；二、國家管理部份則牽涉到法律、國際對等關係及食安政策等議
題，雖值得投入探討，但非能靠管理或短暫篇幅而能說明完全；三、在願付價格
與產銷履歷驗證的關係裡則有兩位中國大陸的學者分別對牛奶、牛肉、豬肉及烹
飪用油進行討論 (Zhang et al., 2012; Wu, Xu & Gao, 2011)，因此，為避免做出舊瓶
裝新酒的研究，本研究以影響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為後續討論方向。
顧及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政策推動的重要性，在文
獻探討後，為更深入瞭解議題以建構初建研究模型，研究者採用焦點訪談以深化
研究的內涵；焦點訪談方式、過程與結果於下節說明。

第五節 焦點訪談
為對農產品產銷履歷議題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本研究邀請農產品產銷履歷專
家進行焦點訪談；為了兼顧焦點訪談的外部與內部效度，訪談進行步驟分述如下:
一、訪談方式
本研究採焦點訪談的形式，Berent (1966)認為訪談應由一個最初淺的問題開始，
讓受訪者能暢所欲言，並能順著受訪者的語意越深入地去挖掘有用的資訊。且在
四種情形下才有必要稍緩 (pause)受訪者的談話:1. 為了讓受訪者能繼續往相關的
議題延展，而不會停頓下來；2. 想再確認未誤解受訪者的語意；3. 為了轉換另一
個談話的主題及 4. 想再談談受訪者曾說過的要點。
Strauss & Corbin (1990)認為訪談是由三部份所組成：1. 資料收集：透過「訪
問」與「觀察」；2. 分析或解釋程序；3. 口頭報告或寫成文章。而所謂的焦點訪
查則是將參與者對研究議題的想法觀點描繪出來的一種技術。因此，被訪問者需
要是當次研究議題領域的專家，研究者必須要對所研究的議題有高度的興趣，並
且要能引導出受訪對某議題的真正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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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設計
Mathers, Fox & Hunn (2002)建議訪談時間可由 40 分鐘到 180 分鐘不等，且訪
員在焦點訪談時應注意下列數點: 1. 對自己研究議題與方向熟稔、2. 盡量用錄音
而非僅考筆記。3. 傾聽而不要將個人主觀意識加入對話之中。
研究者應盡量避免將自己直觀的感覺強加於受訪者的觀點上，亦可由正確性
來評判觀點是否受到干擾，所謂的正確性是與報告內容與實際發生的事情之間必
須有也應該有對應的關係。質性研究者盡量將其所寫出來的文字與其所試圖描述
的事情具有一致性 (Bogdan & Biklen, 2007)。在質的研究上，一般會關注的有兩個
主要的效度 (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2000):
1. 描述效度: 意指研究者報所報導的內容有效描述事實的準確度。因此，以
多位觀察者交叉辨認與查核觀察結果與報告說明是否一致，則為確認是否
具有描述效度的重點。
2. 解釋效度: 指研究者在報告中，能準確報告參與者觀點、想法、意向與經
驗的程度。
上述兩點能透過其他學者共同參與焦點訪談，及事後請受訪者閱讀、討論及
確認學者所寫出的報告是否偏離受訪者所談的內容而驗證。亦即透過所謂的參與
者回饋 (participant feedback)進一步改善研究者呈現資料的效度。
三、樣本選擇
受訪者人數的選擇，Dukes (1984)建議可選擇 3 位到 10 位不等，Patton (1990)
則認為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不同，只要是基於研究目的，設定一位為研究樣本也
仍是洽當的。亦有學者指出不同的研究有不同需求，研究受訪的對象由 1 位到 325
位不等 (Creswell, 2007)，Tongco (2007)認為設計取樣時應先考慮研究目需要包含
哪一個族群，若僅是為了檢測專家或是資訊最充足的代表人，則選定的人數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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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樣本為主，他所舉例研究的人數也由 2 位到 270 位不等，但建議仍需採行下
列步驟進行抽樣:
1. 設定研究目的。
2. 設定想了解的資訊型態。
3. 設定該有或不該有的資訊品質 (information quality)。
4. 依設定的品質找尋恰當的對象。找尋的受訪者需注意他的可信賴度與差異
性。
5. 使用適當的資料收集工具。分析時注意不宜對收集到的資料有過度解釋。
本研究先找尋具相關產銷履歷及消費者行為專業背景且願意受訪的對象，進
行接洽，經過洽詢後有五位專家同意接受焦點訪談，分別為流通業 2 名、銷售業 1
名學界 1 名及第三方驗證單位 1 名，符合前述在抽樣時專家人數的恰當性、可信
賴與差異性。預計每位專家焦點訪談兩次，第一次先說明研究與訪問意圖並未焦
點訪問「破冰」，第二次則將第一次訪談結果呈現給受訪者，徵詢是否誤解原意，
並依前次訪談結果與時事進行更進一步的訪談。每次訪談時間設定為 40 分鐘至 120
分鐘。
四、訪談過程
洽詢專家及安排受訪時間共約一個月，期間部分專家因專案或其他考量並未
能參與協助。而後能如期與順利完成兩次訪談者僅三名。研究者先與三位專家學
者約定可受訪時間，並由研究者邀集助理研究者參與，前述助理研究者為美國人
力資源管理碩士畢業，研究方向以質性探索職場互動關係。兩位研究者於約定時
間赴會，與專家進行對話。
訪談地點選擇: 研究者與三位專家具有一定熟稔度，地點選擇以開放但不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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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且能鄰近專家上班或住家附近為第一優先。其他細節說明如下:
1. 第一次訪談: 訪談地點則以具套餐的餐飲店為主，透過邊用餐邊訪談的形
式，整體會談氣氛融洽，並能降低來自其他客人與服務人員的干擾。
2. 第一次文稿整理: 焦點訪談一周內將文稿整理成細部說明與綱要，經另一
位同時參與的學者確認文意及內容。
3. 第二次訪談: 會談地點以專家上班地點周邊為主，先讓專家略讀學者整粒
出的前次會談文稿，若有曲解，於討論與說明誤解並釐清疑義後，經雙方
同意後逕行修正大綱與內容。
4. 第二次文稿整理、彙總與比較。
五、訪談過程摘要
1. 第一次訪談:
研究者先大約說明研究的領域 (農產品產銷履歷)及此次訪談目標。訪談先
由近年發生的食品安全議題 (如美國牛、毒澱粉事件)談起，帶入農產品產
銷履歷相關議題，並徵得同意對後續訪談進行錄音，初步詢問對專家對農
產品產銷的觀點，以大架構進行發問，如:您對國內推展農產品產銷履歷
的看法?你認為消費者對履歷認證商品的觀點? (訪談大綱詳見附錄一)，期
間盡量讓專家說明觀點與看法，研究者則進行記錄與話題延續。因專家下
午幾乎都有公務，且訪談時間過久也易造成資訊爆炸與訪談疲勞的「雜訊」
，
依學者及文獻建議，研究者都將訪談時間設定在 40 分鐘以上但少於 120
分鐘 (Bogdan & Biklen, 2007)。
2. 第二次訪談:
第二次訪談離前次訪談約 10 至 12 天，受訪專家與研究者已有一定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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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且為避免受訪專家因受訪時間過長致使延誤專家公務執行，研究者
先呈現上次訪談內容，請專家審閱，俾利進行討論與修正，後留下 40 至
50 分鐘讓專家延續前期觀點或針對時事與農產品產銷履歷的關係進行訪
談，因此焦點訪談時間設定以不超過 90 分鐘為基準。兩次訪談地點與時
間整理如下表:
表 3-1 焦點訪談對象、地點摘要表
簡歷

第一次訪
談地點

第一次訪
談時間

第二次訪
談地點

第二次訪
談時間

專家
蔡

為第產銷履歷三方檢
魯邦日式
驗單位主管，現為科大 餐飲
教授

中午 11 點 金礦咖啡
115 分鐘

下午 2 點；
95 分鐘

專家
邱

為食品採購部門主
銀湯匙火
管、零售店店長；現協 鍋
助規劃中國展點事宜

中午 11 點 多拿滋咖
30 分；
啡
105 分鐘

下午 4 點；
86 分鐘

專家
李

曾為食品採購部門主
尼克牛排
管，現任營業部門主管

中午 11 點 多拿滋咖
30 分；
啡
95 分鐘

下午 4 點；
91 分鐘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六、焦點訪談結果
經過各兩次面談，經過受訪專家與研究同伴的確認，本研究將三位專家訪談
結果摘要說明如下：
1. 消費者個人自覺 (awareness)的提升 伴隨國人對食品安全的自覺，慢活與養生
概念的影響，自我健康意識抬頭及隨著生活環境改善的變化，國人對飲食的觀
點朝向食用健康的方向發展，這趨勢可由最近市面販售有機及健康食品的商店
盛行獲得驗證；消費者的自覺也牽動著農產品產銷履歷的需求。
2. 消費者為產銷履歷持續推動的關鍵 農產品供應鏈因為成本與貨源風險管理的
問題，供應鏈結構複雜的問題似乎短時間無法改善，如美國牛的進口與產地國
標示所涉及的問題，我們發現瘦肉精議題不僅是單純的農產品飼料殘留多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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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而是國與國之間在政治與商業上的角力，因此，並無法由單一單位或機
構強制執行就能順利執行，因此，若政府無法拒絕「合法規」的農產品進口，
則消費者仍可行使採購的決定權，因此，若能提升消費者對食品的知識，並以
透明且充足的資訊供消費者選擇應是農產品產銷履歷可著墨的重點。
3. 規範的執行與競爭力 政府對業者有許多規範 (HACCP 與 GMP）與認證 (GAP
與吉園圃)的標準，且能普遍獲得消費者的認同，業者的投入與執行也值得肯
定，不僅能提升自我形象，取得國際共通的認證規範，進而行銷他國，擴大行
銷通路與市場。雖然，國內的規範 (吉園圃)仍有部份與國際通用的 GAP 有差
異，但這些投入仍將是業者未來競爭力的來源。
4. 點對點的品質管控 中國在食品安全管理上雖多被外界詬病，但部分賣場自行
設置農藥殘留檢測實驗室，說白一點是不信任廠商執行國家品質標準的決心，
所以零售商設置實驗室並檢測必要的農藥、飼料或肥料殘留，以通過檢驗的才
販售為號召，謀取更多的信任與利潤。
5. 政府決心仍是重點 政府在農產品產銷履歷發展仍扮演關鍵的角色，專家認為
補助農家與廠商以鼓勵參與，還不如針對民眾進行宣傳，促進消費者購買意願
及提升願付價格；如此才能形成銷售的拉力，讓生產者與消費者能逐步感受到
需求，並能積極參與。而廠商為了能營運順暢，仍是以樽節成本為最優先的考
量，而政府能切實管制與監督，方對廠商具有一定的規範作用。
6. 可行的先推動 在政策尚未被市場接受前，政府應切實要求直屬單位(如軍隊或
學校)的餐飲供應商以備農產品產銷履歷認證產品為優先，藉以兼顧所屬單位的
食用安全及並扶植符合標準 TGAP 的廠商，以穩定的購買需求提升農產品履歷
認證廠商參與意願。
7. 稽核與再檢測系統的運作 其中採購專家與驗證專家建議宜強化維護產銷系統
正常運作所需的兩個系統：1.具公信力的稽核單位或系統，不定期檢測產銷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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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整體運作情況；2.穩定運作的認證再檢測系統，透過不定期的檢測，避免標
章之濫用或誤用，確保認證制度之運作與公信力。
8. 產銷履歷單一窗口 三位專家皆提及需設一個專屬農產品產銷履歷的管理單位，
以統合現有的多樣履歷系統，若能形成單一窗口。降低消費者在查詢產銷履歷
時需在不同單位 (農委會、衛生署及經濟部)查詢的不便。
9. 提升消費者購買意願 為了形成對產銷履歷認證的拉力，吸引消費者使用，專
家認為需將消費者在乎的資訊納入，促進消費者對履歷資訊的需求，提升消費
者的食品安全意識與知識，讓產銷履歷資訊對農產品品質具宣示 (signaling)的
效果，進而接受查詢履歷對選擇農產品決策有用，更應簡便查詢機制，促使農
產品產銷履歷系統的資訊產出最佳化。
在訪談的過程中，三位專家中最常提及的是消費者跟政府的在履歷政策推動重
要性，也提到較少人關注的食品安全檢測的問題。在政府的部份，專家認為設置
產銷履歷單一窗口是必要的，而國內 100 年 8 月所推動的「安心農產品履歷追蹤
雲端計畫」 (現更名為食品資訊服務網，2013)也是試圖將以往分作三個單位 (農
委會、衛生福利部及經濟部)的食品 (含農產品、加工食品)履歷進行跨平台的整合，
這部分也支持了專家學者的觀點。
在消費者的部份，在本文緒論與文獻探討皆論及農產品供應鏈的複雜度與涉
及層面的問題，國家在食品安全上並不容易做到滴水不漏，而廠商的自我規範亦
有所疏漏；學者提及唯有消費者對農產品安全產生自覺 (awareness)，方能提升對
農產品資訊的需求，在市場機制下，形塑出通過履歷才食用安心的氛圍，而能漸
次的吸引生產者、製造商與流通商供給正確的資訊。
專家在焦點訪談中指出政府、驗證單位、廠商與消費者間更詳實的議題，蔡
憲唐等 (2012)亦支持專家認為消費者是產銷履歷政策拉力的觀點；經過與專家的
焦點討論，研究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有更完整的了解，專家亦協助研究者的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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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並討論值得深入的議題與影響，如專家所提及的 1.食品安全意識及 2.健康
意識兩構面，綜上討論，本研究將以文獻探討與專家焦點訪談的結果，建構消費
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以消費者為研究對象，透過結構方程式的分析，
對模型進行實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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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設計

自 2004 年政府推動相關農產品產安全認證 (GMP、HACCP、TGAP)及產銷履
歷以來已經經歷過 9 個年頭，政府透過辦理農產品產銷履歷認證輔導、降低認證
輔導費用及補助條碼機、電腦及其他相關設備以降低農民負擔，期能提升農民參
與驗證的意願，因此，通過農產品產銷履歷認證的業者自 2007 年的 310 家，擴增
至 2012 年底通過 1,169 家 (王聞淨，2012)；但在 2012 經過吉園圃認證的種植面積
達 23,225 公頃，通過產銷履歷認證種植面積也逐年增多，達到 7,331 公頃面積，
但前述種植面積卻僅占國內可耕地 870,000 (農田水利入口網，2012)的 0.84%，且
上數通過農產品履歷驗證輔導的家數時也是仍有消長。
蔡憲唐等 (2012)對產銷履歷關鍵因素的研究指出農產品產銷供應鏈中的利害
關係人有:1.政府、2.生產及加工業、3.消費者、4.第三方驗證機構、5.農產品供應
鏈及 6.產銷履歷資訊系統，並提出政府、產業界與消費者間如何形成拉力的建議。
然， 承前討論，本研究發現相較於未經過農產品產銷履歷認證者，不管是在認證
的產品項目或是認證的種植面積而言，通過者驗證者仍屬少數，這現象也呼應 Liao
et al. (2011)研究所指陳的對生產者與製造商而言，參與履歷認證仍需要對生產者進
行食品安全認證的再教育、並補助獎勵以降低障礙，甚至政府需要能協助行銷，
強化履歷與食品安全的連結。然學者言猶在耳，政府也透過各種管道激勵，然自
2006 年至 2012 年，農產品產銷履歷通過驗證的家數與面積仍是起起落落 (王聞淨，
2012)。
承前討論，雖然各國以產銷履歷來保障國民食用安全，但若認證的生產者與
製造者不多，則消費者無法在市場順利取得充足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的農產品；
若是如此，政府費心的管制、產業界 (製造、生產及流通業)付出的建置與維護成
本、甚至農夫所費的心力，仍無法形成規模經濟，吸引更多人參與及消費，則農
夫與製造者付出並無法獲得相當的回報，整個政策與系統不僅短期內無法獲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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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長期而言，甚至會失去維持運作的必要性。因此，本研究試圖以文獻探討及
焦點訪談為基礎，將所觀察到的有關農產品履歷的議題與現象，將消費者對農產
品產銷履歷接受度轉為可以測量與預測的關係，對目標族群進行實證研究，能在
農產品產銷履歷的利害關係人中，找到產銷履歷推動「失落的環節」 (missing
connection)，並據以提供建議與後續研究方向。
本研究以農委會所推動的農產品產銷履歷為主要探究目標，其原因有二，其
一農委會推動產銷履歷系統時間為 2004 年較其他部會早(衛生署與經濟部皆為
2006)，其二是農委會所推動的吉園圃優良蔬果認證與 CAS 優良肉品認證較廣為
人知，因此，本研究以農產品產銷履歷為本研究方向。依循下列研究架構，設計
符合本研究目的之研究方法、研究對象和研究時程而進行。
本章分作五個部分，第一節討論研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模式與假設，第三
節為變數衡量方式與操作型定義，第四節為研究對象與第五節的資料分析方法，
期能透過清楚的說明，以提供本研究在建構「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
型」的完整概念。

第一節 研究架構
農產品產銷履歷自 2004 年推動至今已近十個年頭，但如前所述經過產銷履歷
認證的生產與農田面積所佔比例仍未有長足進步。學者也曾針對這個問題提出懇
切的呼籲 (Liao et al., 2012)，而政府也為了食品安全的問題焦頭爛額；雖說政府增
加預算的編列，農產品產銷履歷的推動似乎仍處困境之中 (總統府公報，2013)，
因此，本研究先透過與專家學者的焦點訪談，瞭解農產品履歷整個運作情形，再
萃取訪談的精要，由產銷履歷的最終使用者 (end-users)的觀點切入，進行定量分
析以達成一、實證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影響因子與模型初建；二、建
構與檢驗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及三、實證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
的中介效果；並在研究分析後，就探討所得，對主管單位進行實務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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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訪談
三位專家

主要模式
科技接受模式

實證消費者對農產
品產銷履歷接受度
影響因子與模型初
建

文獻探討與時
事關注

研究主題
建構「消費者對農產
品產銷履歷接受度
模型」

建構與檢驗「消費者對
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
模型」

研究設計
TAM 擴增模式
SEM 分析
380 位消費者

實證對農產品產銷
履歷態度的中介效
果

圖 4-1 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 本研究

在消費者實證研究的部份，問卷分作三個部份，問卷第一部份為說明頁，內
容包含研究源起、研究目的與研究者、台灣農產品產銷履歷的應用程式使用說明
及下載方法，並提供 3 個範例供問卷受測者查詢，第二部分為問卷的主體，詢問
受測者對研究議題的了解與傾向，共 30 題，第三部份則詢問填答者的基本資料 (如
性別、收入…等)共 15 題。本問卷題項合計共為 45 題。
在問卷說明頁，受訪者先依問卷上的指示使用智慧型載具 (如手機與平板電腦)
下載 TAFTS 查詢軟體，後依指示掃描問卷上的 QR code，並閱讀查詢到的農產品
產銷履歷資訊，經過 6 分鐘試用 TAFTS 軟體查詢資料後，始開始對問卷進行填答。
第二部分問卷主體為 Likert 七點量表，1 代表的是完全不同意，7 代表的是完全同
意。
問 卷 的 主 體 構 面 包 含 : 食 品 安 全 意 識 (FSC) 與 健 康 意 識 (HC) 是 由
Michaelidou & Hassan (2008) 修改而來，兩構面共有 8 個題項；科技接受度主要構
面 (感受到有用度、感受到易用度、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及使用農產品產銷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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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的題項由 Davis (1989) 及 Egea & González (2011)修正而來，每構面各有 3
個題項，共 12 題；手機使用焦慮則由 Liu, Huang & Chiou (2012)與 Venkatesh & Davis
(2000)的研究修正而來，有 3 個題項；感受到障礙由 Van Rijswijk & Frewer (2012)
與 McCarthy & Barton (1998)的研究結果修正而來，有 2 個題項；社會影響則為本
研究依研究議題自行發展，經過 2 位行銷專業教授審視題目妥適性，同意後進行
測驗，共 2 個題項。第二部分共 27 題。
本研究於行動上網率與網路連線相對較高的台灣兩個都會區 (台北及高雄)進
行訪談與收集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3)。問卷預計於一個月 (含四個
六及日)訪問到的參與者為 400 至 450 人，平均而言，若訪員為 15 人，每人至多需
邀請 30 位受訪者，若僅六及日出勤，且在互相協助的情況下，每組每日平均能訪
問八至十人，對訪員工作負擔應屬合理，期望在適當的負荷下兼顧訪員時間彈性，
訪員能以良好態度降低受訪者填寫問卷排斥感。
收集到的資料將初步篩選出有效問卷，並以之對研究假設模型進行驗證，本
研究模式與假設於第三節說明。

第二節 研究模型與假設
雖然政府推動食品履歷具有消弭消費者與廠商間資訊不對稱的困擾，增進食
品安全與提升食品回收的效能 (Barling, et al. 2009; Gellynck & Verbeke, 2001)。且
Chan, et al. (2010)指出消費者的自覺 (awareness)對新服務的導入具有影響。
Hamner & Qazi (2009)指出政府要了解影響民眾需求的因素，才能將資源投入在正
確的地方，增進行政效能，並提供良好的服務與溝通管道，因此，辨識出影響消
費者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的因子應是關鍵的議題。為探究影響消費者農產品履
歷接受度的因子，本研究在文獻及資料收集外，以下列方法進行研究分析，以能
建構出較為完整的「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
，供實務與政策推廣參
考，並作出假設推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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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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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產銷履
歷意圖

健康意識

圖 4-2 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初建模型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H1-1: 感知到有用度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具正向顯著影響。
H1-2: 感知到有用度對產銷履歷使用意圖產生正向顯著影響。
H1-3: 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中介感知到有用度與產銷履歷使用意圖間的關係。
H2-1: 感知到易用度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具正向顯著影響
H2-2: 感知到易用度對產銷履歷使用意圖產生正向顯著影響。
H2-3: 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中介感知到易用度與產銷履歷使用意圖間的關係。
H3-1: 社會影響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具負向顯著影響。
H3-2: 社會影響對產銷履歷使用意圖產生負向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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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3: 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中介社會影響與產銷履歷使用意圖間的關係。
H4-1: 手機使用焦慮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具負向顯著影響。
H4-2: 手機使用焦慮對產銷履歷使用意圖產生負向顯著影響。
H4-3: 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中介手機使用焦慮與產銷履歷使用意圖間的關係。
H5-1: 感知到障礙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具負向顯著影響。
H5-2: 感知到障礙對農產品產銷履歷使用意圖具負向顯著影響。
H5-3: 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中介感知到障礙與產銷履歷使用意圖間的關係。
H6-1: 食品安全意識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具正向顯著影響。
H6-2: 食品安全意識對農產品產銷履歷使用意圖具正向顯著影響。
H6-3: 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中介食品安全意識與產銷履歷使用意圖間的關係。
H7-1: 健康意識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具正向顯著影響。
H7-2: 健康意識對農產品產銷履歷使用意圖具正向顯著影響。
H7-3: 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中介健康意識與產銷履歷使用意圖間的關係。
H8: 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對農產品產銷履歷使用意圖具正向顯著影響。

第三節 研究變數衡量方式與操作型定義
本節主要討論在科技接受模式之外的新增構面的衡量方式與操作型定義，以
下分別說明各構面的定義、相關文獻與源由:
一、社會影響 (Social Influence, SI)
所謂的社會影響 (Social Influence)即是個人的想法、感受、態度與行為會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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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人或團體的互動而產生變動，這些變動並非源自於受到威嚇或命令，反是源
由自個體為了取得與他所親近或觀點相近的他人的共識而產生的 (Rashotte, 2007)。
Ajzen (1972)則將社會規範 (Subjective Norms)視為影響決策模型的重要因素之一；
Kuenzel & Musters (2007)研究指出雖然個人對日常食用食物 (如牛奶、優格、鹽、
美乃滋…等)的涉入程度不同，但社會影響仍對消費者的產品涉入程度
(involvement)造成顯著影響。在社會影響研究領域經典研究為 Asch (1955)所做的實
驗，他讓受測者比較兩張畫有相同長度直線的不同圖卡的直線是否等長，他發現
在受測者在無團體壓力的狀況下，受測者會答出正確的答案，但若受到其他人的
誤導，則大部分受測者會回答錯誤。Marwell, Oliver & Prahl (1985)則指出個人的行
為會受到大眾或是壓力團體的影響。
如同「食品資訊服務網」專家羅蘇秦 (2012)所指出美國消費者在購買草莓時，
因為想用手機查詢產品履歷，反被誤當作商業間諜，而受到來自店員的干預；甚
至在消費者解釋後，店員才了解到有所謂產銷履歷可供查詢。Sridhar & Srinivasan
(2012)指出當消費者在線上商城購買商品(如機票、書籍)時，他人對同一商品的評
價常會影響消費者購買的決策。基於上述討論，本研究探討國內消費者在公共場
合使用農產品產銷履歷查詢產品的資料時，是否會在意他人 (顧客、朋友或店員)
的觀點而而降低使用產銷履歷的態度或意願，因此，本研究以 1.店員會阻止我使
用手機拍攝商品及 2.店員會誤會我有不良企圖等兩點對消費者農產品產銷履歷接
受度進行量測。
二、手機使用焦慮 (Mobile Anxiety, MA)
手機使用焦慮源自電腦使用焦慮，所謂的電腦使用焦慮 (Computer Anxiety)是
個人在使用電腦或相關電腦的軟硬體時，所產生的非理性的感覺與經驗 (Igbaria &
Iivari,1995)。Meuter, et al. (2003) 指出科技焦慮對消費者科技使用度具負向且顯著
影響。Compeau & Higgins (1995) 認為電腦使用焦慮對電腦的使用與焦慮對電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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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具顯著負向的影響。但 Lim, et al. (2011) 卻發現電腦焦慮對使用意圖不具顯著影
響。不同於電腦焦慮，Liu, Huang & Chiou (2012)針對台灣消費者透過手機購買股
票自我服務 (self-service)的研究中指出電腦效能對消費者科技態度具顯著正向影
響，換言之，電腦效能高的消費者具有較高的自助服務接受度。在台灣推動農產
品產銷履歷的過程中，行政院農委會 (COA)考量維護管理成本及使用普及度問題，
於 2008 年撤除置於賣場的免費查詢履歷機，使得現行的 TAFTS 查詢機制，除了
於網頁上輸入一維條碼外，消費者僅能以自身操作智慧型手提工具掃描 QR code
方能查詢。本研究認為消費者自身若對使用手機具有焦慮感，則他的手機使用焦
慮將會導致以手機查詢農產品產銷履歷意願降低。為探究手機焦慮的對農產品產
銷履歷接受度的影響，本研究修正 Igbaria & Iivari (1995)的問卷後進行量測；分別
為: 1. 我認為操作手機查詢資料讓我困惑；2.我認為手機螢幕太小不易使用；3.
我認為用手機看文字很吃力；4.我認為使用手機查詢資料讓我緊張
三、感知到障礙 (Perceived Limitations, PL)
Van Rijswijk & Frewer (2012)指出，由於農產品具有信任財與低涉入的特性，
在選購農產品時，消費者並不會花太多時間搜尋資訊，且相較於查詢農產品履歷，
消費者於購買時直接參考位於商品上標示的標章反是較為簡單的選擇；而較不願
多投入搜尋成本(如時間)找尋履歷相關資料。Cornelisse-Vermaata, et al. (2008)指
出雖然資訊科技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能提供更多更詳
細的產銷履歷資料，但因為利害關係人擔心使用 ICT 的履歷會增加廠商的成本，
廠商反將成本轉嫁至消費者，且對資料正確度與資訊更新頻率仍存有疑慮，所以
購買食物時仍偏好使用舊的標章系統。承上，感知到障礙構面主要來自兩個概念:1.
農產品的低涉入特性與 2.現有食品標章與產銷履歷的競爭效果，因此，本研究認
為食品的低涉入特性及現行標章的有效性會對消費者在農產品產銷履歷的態度及
使用意圖上造成負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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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所討論，本研究以 1.消費者認為食品標章資訊不足使用及 2.雖然選購時
間短但仍會使用履歷量測 PL 對 TAFTS 的使用意願造成障礙與限制，探究 PL 對
ATT 與 ITU 的關係與效果。
四、食品安全意識 (Food Safety Concern, FSC)
消費者越來越關注農藥殘留、化學粉塵、保鮮劑、人工添加物及防腐劑的問
題，且認為這些問題是來自於現代農產品的種植與加工方法 (Yee et al., 2005)。相
較於禽流感與口蹄疫等會造成農產品污染與危害的重大但短暫的議題而言，在蔬
菜瓜果長期可見的農藥殘留、肥料過度使用與添加過多人工香精與化學製品問題，
反而較不受到媒體關注與報導；Michaelidou & Hassan (2008)認為食品安全意識是
代表消費者對上述議題的關注程度，而購買有機栽種的農產品就是消費者對有機
栽種方式(較安全及對環境較無負擔)的認同，因此，他們以食品安全意識、健康
意識與道德自我認同探討對消費者有機食品購買意願，其研究結果皆顯著。
Michaelidou & Hassan (2010)的研究亦將食品安全意識影響應用於對自由放牧家禽
的購買態度與意願。Pino, et al. (2012) 則指出食品安全意識影響消費者採購有機食
品的短期意願。由前述研究可得知消費者的食品安全意識為採購有機食品態度與
意向的關鍵預測因子。
同前討論，雖然食品安全意識之前多用於量測消費者與有機食品購買意願的
關係，但本研究認為消費者使用農產品產銷履歷是為了取得健康與具有品質的食
品，因此，本研究將食品安全意識視為影響消費者使用產銷履歷的因子之ㄧ，並
修正 Michaelidou & Hassan (2008)的問卷以調查食品安全意識對我國消費者對農產
品履歷接受度的影響。問題如下: 1.我在意食品中防腐劑與添加物的量；2.我認為
食品中殘留的肥料與農藥，就算我們買回來並經過烹煮後，仍會對我們健康造成
影響；3.我關注媒體所提到有關食品安全的議題；4.我在意食品的品質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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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健康意識 (Health Consciousness, HC)
Steptoe, Pollard & Wardle (1995)指出 1.健康意識、2.心情、3.取得便利性、4.
感官享受、5.天然內含物、6.價格、7.對體重的影響、8.過去食用經驗與 9.道德感
受為影響消費者購買食物決策因子。其中，又以健康意識為影響消費者食物決策
的關鍵因子。消費者的健康意識意指消費者對自我健康的在意程度，Jayanti &
Burns (1998)指出健康意識 (health consciousness)與健康行為 (health motivation)影
響個體對營養食品與健康食物的攝取，也對個體採行保健行為具有相當的影響，
亦即健康意識高的人較有意願進行預防性的健康活動。Kempen, et al. (2012) 探討
健康意識與食品標章使用度的關係，發現越關注標章資訊的人有較高的健康意識，
喜歡閱讀與搜尋有關營養與保健資訊。而 Kraft & Goodell (1993)則發展出下列四個
因素測量個人的健康程度：1.健康環境敏感度、2.肢體運動、3.個人健康責任感及
4.營養與壓力管理 (Kraft & Goodell, 1993)。學者亦指出不論對有機食品的常態購
買者或是臨時消費者而言，消費者健康意識對消費決策具有顯著的影響力 (Pino,
Peluso & Guido, 2012: 163)；Michaelidou & Hassan (2008)則假設購買有機食品的消
費者認定食用有機食品較一般慣行農法的農產品健康，並發現健康意識與食品安
全意識對購買有機食品態度與意願具統計上的顯著相關性。
承上討論，消費者的健康意識意指消費者對自我健康的在意程度，且對消費
者採行保健行為或是購買較為「健康的」食品具有影響，是故，本研究假設有健
康意識的消費者會願意花費搜尋成本使用農產品產銷履歷，反之則不然，綜合以
上討論，本研究將食品安全意識視為影響消費者使用產銷履歷的因子之ㄧ，並修
正 Michaelidou & Hassan (2008)的問卷以調查食品安全意識對我國消費者對農產品
履歷接受度的影響。問題如下: 1.我在意飲用水的品質；2.我會減少油炸食品與鹽
分的攝取；3.可能的話，我會減少攝取速食食品(如漢堡、薯條)；4.我要為我自己
的健康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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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對象
一、焦點訪談
在研究的開始階段，研究者對所欲涉獵的研究範圍尚有未盡瞭解之處，為避
免紙上談兵，研究者有必要對議題進行更進一步的探究，期能更深入了影響農產
品銷履歷的因子，因此，研究者徵詢 3 位專家首肯，進行兩次的焦點訪談；訪談
時間為 2012 年 3 月至 2012 年 5 月。
二、消費者實證研究
在文獻探討與上述焦點訪談後，本研究綜合專家的重點與研究所得，提出八
個影響消費者產銷履歷接受度的預測因子，以之發展問卷，並進行實證研究，調
查時間為 2013 年 3 月至 2013 年 6 月，共有 450 人受訪，有效問卷 380 份，實證
資料收集後，進行結構方程式分析與攥寫報告。

第五節 資料分析方法
一、專家焦點訪談
在研究者對所欲探知的議題仍未有明確的構面或是焦點時，可以透過焦點訪
談該領域或該範圍的專家，而將議題逐步的收斂，並透過與受訪專家的互動，而
能於龐雜的議題內萃取出適合測量或觀察的，而能做進一步的探究。當研究者進
行質性研究時，可能會發展出焦點來收集資料，而能在脈絡中發展出主題 (Bogdan
& Biklen, 2007)。
研究者在這階段提出較廣泛性的問題，與受訪者對農產品產銷議題進行對話，
透過焦點訪談的方式，不僅能對產銷履歷有更深入的了解，更補足文獻探討缺乏
實務佐證的缺點，進而萃取出研究的構面，而為第二階段的分析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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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構方程式
Chin (1998)指出結構方程式能以潛在變數進行路徑分析，且能建構模型與檢測
變數間的關係。依據 Hair, et al. (1998)的觀點，結構方程式兼具有下列兩個優點: 1.
同時檢測多樣關係，提升統計效能，2.能完整地檢視構面間的關係，並能順利的轉
化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e Factor Analysis, EFA)到確認性因素分析 (Confirm
Factor Analysis, CFA)分析，尤其適用於檢測大規模模型與整個理論架構。結構方
程式通常用作確認性分析而非用來做探索性分析，亦常被用作 1.確認結構模型的
路徑、2.驗證替代模型 (alternative)的配適度及 3.發展理論模型 (Garson, 2012)。另
有學者認為結構方程式能合理的控制誤差，並能同時檢測研究者所感到興趣的其
他替代模型，所以亦適合用來討論中介效果 (Preacher & Hayes, 2004; Baron &
Kenny, 1986)。綜上討論，為了建構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的模型、檢測
其潛在影響因子及探討態度的中介效果，本研究以結構方程式為主要的定量調查
分析方法。
本研究中用以檢測模型配適度的整體模式配適標準有七種，分別說明如下:
1. 卡方值比率：是最基本的整體適合度衡量，理想數值 1-3 之間。
2. 配適度指標 (Goodness of Fit, GFI)：其數值介於 0 到 1 之間，1 代表很完美，0
代表很差，GFI 較高表示配視情況較好，學者建議 GFI 值最好在 0.9(含)以
上。
3. 調整的適合度指標 (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AGFI)：用建議模式的自由度與虛
無模式的自由度的比率來調整 GFI，其值愈大愈好。
4. 平均殘差平方根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RMR)：指殘差值的平均數的平方
根，它代表觀察與估計之投入矩陣二者間的殘差的平均數。
5. 比較配適度指標 (Comparative Fit Iindex, CFI)此指標修正自標準適合度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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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ed fit index, NFI)，而將樣本大小列入計算。
6. 近似誤差均方根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pproxiamation, RMSEA)，RMSEA，
最好是小於 0.06。
7. 規範配適度指標(normed fit index, NFI)：NFI 值介於 0(完全不配適)到 1(完全
配適)之間，數值越高配適度越好，最好大於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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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證分析
為建構「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
，本章依據第二章的文獻研究，、
焦點訪談結果及蔡憲唐等人 (2012) 「我國農產品產銷履歷政策之實證研究」之分
析結果，以常用於驗證資訊系統接受度的科技接受模型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為主要架構，輔以 Hong & Tsai (2013)之部分構面 (健康意識及食品安
全意識)，再加入感受到的限制、手機使用焦慮及社會影響等，共七個構面。用以
辨識出影響消費者對農產品履歷的態度與使用意願的因子；在刪除未具統計顯著
性的手機使用焦慮及社會影響兩構面，移除部份與對履歷態度或與履歷使用意圖
未具有統計顯著意義的路徑後，初建出「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
後以結構方程式分析與檢驗上述「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的
構面信度與效度是否符合標準，並善用結構方程式能同時分析多樣關係的優點，
依據之前學者所提出構面間的相對關係建置出四個替代模型 (Alternative Models)，
以結構方程式進行分析、比較與討論，並驗證「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
模型」相較於其他模型具有較佳的模型配適度，且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與使用
意圖有較高的變異解釋度。最後，因本研究係以科技接受模式為主要架構，為實
證對履歷態度影響構面與履歷使用意圖間的中介角色與效果，本研究於第四節對
態度的中介效果進行驗證與分析。
綜上，本章分四個部份說明，第一節說明樣本結構與變數基本分析；第二節
討論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初建模型；第三節討論與建構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
履歷接受度模型與比較替代模型的結果；第四節說明產銷履歷態度的中介效果，
並加以討論。
研究者於問卷發放期間於高鳳數位內容學院擔任主任秘書一職，為使問卷發
放順利，問卷發放過程以高鳳數位內容學院四技高年級學生及研究者的朋友擔任
訪員。為確保資料收集與填答品質，本研究仍進行「訪員招募」
、
「訪員訓練」
、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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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監督」等三個步驟，並在實際施測時仍對訪員進行監督與激勵的工作，力求符
合研究設計之嚴謹性。
一、 訪員招募
訪員以高鳳數位內容學院四技高年級學生為主，除優先聘任前期品質較好的
訪員外 (7 名)，另公開徵聘約兩周，應徵者共 10 名，研究者對其進行受訓與遴選，
合格學生訪員給予薪酬以強化責任感與提升效率。但因前期學生訪員於口條及態
度上都較青澀與害羞，因此，本次提高學者於北部的朋友做為訪員，共找到 4 位，
皆具碩士學歷，且曾接受過相關訪談與問卷填答之訓練。兩名於醫院中工作，一
名為大專教師、另一名為高中教師。
二、 訪員訓練
經公開聘任兩周後，應聘學生訪員共 10 名，由研究者給予每人 3 小時訓練，
前 30 分鐘說明問卷內容與問卷填答方式，後 2 小時給予禮儀訓練、談話技巧教授
與即席演練，並留 15 分鐘供參與培訓的訪員進行問與答。研究者於評估訪員課堂
表現與即席演練的態度、專注度與理解力後，除舊有的 7 為外，新聘任 4 位學生
共 11 位為正式訪員，並給予識別證。
三、 訪視監督
研究者亦不定時抽查訪員的作業狀況，並適時提供激勵與督導。若遇到不適
任或不適應者，其餘下的額度則分配給其餘的訪員執行完成。
上述合格訪談人員需於假日至兩個都會區 (高雄及台北)的超級市場、學校、
醫院及捷運站尋訪受訪人員，受訪人員需為 18 歲以上具有智慧型手提工具的成年
人。因本研究需要受測者先操作手機下在農產品產銷履歷 APP，經掃描問卷所附
三個範例後，受測者閱讀手機所呈現的產銷履歷資訊後方填寫問卷，需時至少約
10 分鐘，顧及受訪者意願與耐心，不易做到隨機抽樣，研究者給予訪員部分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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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較有意願的受訪者。
本研究自 2013 年 6 月至 8 月共訪問 450 人次，經刪除不完整的問卷，回收有
效問卷共 380 份。根據 Ghiselli, et al. (1981)的觀點，300 人以上為適當的人數；另
根據 Hair, et al. (1998)的觀點，受測人數應為題目的五倍人數，本問卷構面及人口
學問題共約 45 題，依據 Hair, et al. (1998)的建議需要有 225 個樣本數，本研究有效
問卷為 380 份，因此，綜合以上兩點對樣本數的建議，本研究之樣本數符合學者
之建議。

第一節 樣本基本結構敘述與變數分析
依照內政部統計處資料，2012 年新北市人口數為 3,939,305，高雄市為 2,778,659，
高雄市人口占兩市總和的 41.36%；台北市佔 58.64% (內政部統計處，2012)，本研
究有效問卷中台北都會區為 212 人，高雄都會區有 168 人，有效問卷的受訪者來
自高雄市的占兩市合計人口數的 44.21%，其值與內政部資料比例相近；其中女性
為 236 人，男性為 144 人，受訪對象為家中主要購買者為 293 人，佔受訪者 77%；
與家人同住且有小孩的為 231 人，與家人同住但沒小孩的為 99 人，單身為 50 人。
學歷為大學者為 225 人(占 59%)、高中 (含)以下 33 人、研究所以上 122 人。其中，
知道政府正在推動產銷履歷的共有 183 人 (48%)，沒聽過的為 197 人 (52%)；在
受訪前，曾使用過農產品產銷履歷的有 79 人 (21%)，未使用過的為 301 人；但近
三個月內曾使用過手機服務(含查詢餐廳、地圖、下載音樂…及其他)的共 227 人
(60%)，三個月內未使用過相關手機服務的有 153 人 (40%)。由上述可得知消費者
雖然聽過 TAFTS (佔 48%)，且大部分近三個月曾使用過手機服務 (60%)，與財團
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2013 年全國 12 歲以上半年內曾上網比率 58.92%相近；且
多數的受訪者雖然覺得食品安全很重要 (mean= 6.4, s.t.d= 1.06)，會關注媒體上有
關食品安全的議題 (mean= 6.17, s.t.d= 1.06)，且認為推動產銷履歷重要(mean= 5.9,
s.t.d= 1.19)，並能保障安全 (mean= 5.82, s.t.d= 1.29)，但真正使用過農產品產銷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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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的卻僅為受訪者的 21%。

第二節 實證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影響因子與模型初建
在實證階段，本研究先以結構方程式實證消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影響
因子，並建構出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初建模型；再以整體模型配適度
標準 (Model Fit Indexes, MFI)檢視測量模型對實際觀察所得的的解釋度與適合度，
以驗證理論模式與實際觀察所得的資料的差距 (Anderson & Gerbing, 1988)。
Hair, et al. (2009)指出模型配適度的檢測方法有許多種，但至少需報告 X2、CFI
或 TLI，及 RMSEA (Hair et al., 2009)做參考，本研究先以全部的構面進行結構方程
式分析，分析結果 X2 為 596.285，Norm Chi-square = 2.070，GFI = 0.887，AGFI =
0.854， SRMR = 0.0370，CFI = 0.957，TLI = 0.948，RMSEA = 0.052。學者一般認
為 GFI 和 AGFI 在 0.80-0.89 之間為可接受，若是大於 0.90 則視為具有好的配適度
(Doll, Xia & Torkzadeh, 1994)；Hu & Bentler (1999)研究指出 RMSEA 以 0.06 為截止
點，CFI 以 0.95 為基準點以避免 type I error，本研究採用 RMSEA 低於 0.06 且 CFI
應高於 0.95 為標準 (Hu & Bentler, 1999)；綜上所述，本研究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
履歷初建模型具有良好的模型配適度。且經 SEM 分析的結果圖繪製如下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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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初建模型因果路徑圖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虛線表示未有顯著

由前述與上圖得知雖然初建模型的模型配適度符合學者建議 (Hu & Bentler,
1999; Hair, et al., 2009)，但構面社會影響 (SI)與手機使用焦慮 (MA)對消費者產銷
履歷態度 (ATT)與消費者產銷履歷使用意圖 (ITU)皆無顯著影響。本研究對此現象
提出下列解釋:
1. 手機使用焦慮部分 (MA)
在手機焦慮部分，本研究結果呼應 Lim, et al. (2011)在調查科技焦慮對軟體使用
意圖無顯著影響的發現。如同 Mort & Drennan (2007)所指出手機已成為消費者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消費者已習慣以手機進行各種活動；台灣智慧型行動工具
普遍，並具有良好的 IT 環境與網路 (Hung & Wu, 2012)，且台灣的手機持有率
已超過 100% (Cheng, 2008)，在 Internet World Stats (2012) 的調查中顯示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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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高網路連接度的國家 (79%)。因此，對消費大眾而言，使用手機進行資料
查詢、玩遊戲，甚至對股市下訂單都已經無太大困難。如本章第一節所示，受
訪者在受測前三個月內，有 60%的人使用過手機服務。綜合上述討論，手機焦
慮對 TAFTS 的 ATT 與 ITU 未具顯著影響應屬合理的結果。
2. 社會影響部分 (SI)
在社會影響 (SI)與產銷履歷使用意願 (ATT)關係部分，近年來台灣盛行的美食
部落客，網際網路交友及臉書盛行，使得在公眾場合照相並分享給同伴的情況
稀鬆平常，也因此常見到在朋友聚會時，大家先用手機打「卡」，或是用手機
照相並即時傳送餐聚相片或影片上網分享的情況。另外，購買食物的地點多為
公開陳列，較無所謂的商業機密。綜合上述討論，本研究中，社會影響對使用
農產品產銷履歷的態度與使用意圖未產生顯著影響應為台灣現況之反應。
本研究去除 1.手機使用焦慮與 2.社會影響等兩個構面，並將其他未顯著的部
分 (PL-ATT、FSC-ITU 及 HC-ITU)刪除後再次以 AMOS 20 分析，並以 Hair, et al.
(2009)的兩階段分析，分別進行測量模型 (檢測信度與效度)及結構模型 (檢測影響
與顯著性)分析，並討論之。本研究提出之假設模型繪製如下圖 5-2:本研究實證出
食品安全意識、健康意識、感知到有用度及感知到易用度影響消費者對農產品產
銷履歷態度；而感知到有用度、感知到易用度及感知到障礙影響消費者使用農產
品產銷履歷的意圖。換言之，本研究辨識出上述影響消費者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
度的因子。並將手機使用焦慮與社會影響兩因子排除於影響消費者農產品產銷履
歷接受度的因子之外，並於第三節進行「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
的建構與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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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建構與檢驗「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
承上節結果，本節以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進行 Hair, et al. (1998)
的二階段分析，依據學者 (Lee, Cheung & Chen, 2007; Moores, 2012)的做法，先以
測量模式檢測模形構面的效度與信度，在確認構面符合學者規範的驗證標準後，
以結構方程式檢驗構面 (食品安全意識、健康意識、感知有用度、感知易用度與感
知道障礙)對消費者履歷接受度的影響與程度；在本節的最後，透過與其他四個替
代模型的比較，驗證「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具有較佳的模型配
適度與對履歷態度及對履歷使用意圖變異解釋度。
一、測量模式檢定 (Measurement model)
在建構模型中，最重要的兩個參考為收斂效度 (Convergent Validity)與區別效
度 (Discriminant Validity)。收斂效度是用來驗證同一構面的題項是否具有高相關性；
相反的，區別效度則是驗證歸屬於同一構面的題項是否亦可能反應或量測到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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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以下為本章收斂效度與區別效度檢定過程與結果。
1.收斂效度檢定
Moores (2012)認為因素負荷量 (factor loading)大於 0.6 的變數才具有收斂效度
(Convergent Validity)，Chin (1998)認為 loading 至少需大於 0.6，若能大於 0.7 則更
佳，換言之，若 loading 大於 0.6 表示測量值能代表 50%以上的潛在變數。Chau &
Hu (2001)亦認為每個構面的因素負荷量皆須大於 0.6，由表 5-1 得知本研究的因素
負荷量為 0.72 至 0.95，皆大於 0.7；換言之，以因素負荷量檢定，本研究具有收斂
效度。
表 5-1 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構面、負荷量、CR 值與 AVE 值
構面

測量題項

因素負

CR

AVE

0.75
0.74
0.88
0.87
0.72
0.81
0.78
0.79
0.87
0.94
0.89
0.90
0.90
0.82
0.80
0.77

0.885

0.660

0.858

0.602

0.928

0.811

0.907

0.764

0.763

0.616

0.86
0.95
0.86
0.89
0.93
0.87

0.920

0.794

0.925

0.805

荷量
食品安 我在意添加物的量
全意識 農藥殘留烹煮後仍會造成影響

健康
意識

感知到
易用度
感知到
有用度
感知到
障礙

我在意食品的品質與安全
我關注媒體有關食品安全的問題
我要為自己的健康負責
我會減少速食
我在意飲用水的品質
我會減少鹽分與油炸食物的攝取
用手機裝載產銷履歷的應用程式很簡單
學會使用農產品產銷履歷簡單
查詢農產品產銷履歷簡單
農產品產銷履歷幫我選購安全食品
使用農產品產銷履歷幫我有效選購到想要的
用農產品產銷履歷幫我查到想要的資料
雖然選購食品時間短，我仍會使用產銷履歷
我認為食品上的成份及營養標示對我而言不足夠

對履歷 夠
推動產銷履歷重要

購買產銷履歷認證農產品合理
購買產銷履歷認證農產品品質安全
對履歷 我會推薦別人使用農產品產銷履歷
使用意 我覺得使用農產品產銷履歷查詢具有意義
我將來會使用農產品產銷履歷
圖
態度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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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合 信 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和 平 均 變 異 萃 取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也常用來檢測收斂效度，由表 5-1 得知本研究的 CR 值為 0.763 至
0.928，高於學者建議的 0.7 (Fornell & Larcker, 1981)，依學者判斷，本研究具有良
好的內部信度(high internal reliability)。Fornell & Larcker (1981)建議 AVE 至少要大
於 0.5 才具有收斂效度，本研究的 AVE 為 0.602 至 0.811，高於研究者所建議的 0.5。
綜合數數兩個分析結果，本研究的量測變數具有收斂效度。
2.區別效度檢定
Fornell & Larcker (1987)指出當 AVE 的平方根大於此構面與其他的構面的相關
係數時，則該研究模型的構面間具有區別效度；為驗證本研究構面與構面間是否
具有區別效度，本研究依據表 5-1 之 AVE 值進行分析，並做成表 5-2 。由表 5-2
中得知，本實證結果的 AVE 平方根為 0.776 至 0.901，每個 AVE 平方根大於其相
對應構面的相關係數，換言之，本研究構面具有區別效度。
表 5-2 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 Fornell & Larcker 表
FSC

HC

PEOU

PU

PL

ATT

FSC

0.812

HC

0.808

0.776

PEOU

0.431

0.425

0.901

PU

0.599

0.528

0.511

0.874

PL

-0.152

-0.183

-0.224

-0.096

0.785

ATT

0.680

0.642

0.480

0.636

-0.135

0.891

ITU

0.623

0.589

0.548

0.682

-0.300

0.832

ITU

0.897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粗黑體部分代表 AVE 值的平方根；下方的數字代表潛在變數與
其相對應的潛在變數的相關係數

Moores (2012)指出區別效度是代表測量值能反映單一因素而非其他的因素
(factor)的程度，換言之，某一因素在其他因素的負荷值 (Cross-loading)應低於某一
因素的對應負荷值 (factor loadings)的數值，若上述為真，即代表因素具區別效度
(Lee, Cheung & Chen, 2007)。本研究以 IBM SPSS 18 進行因素分析，萃取出具共同
特性的因素，設定保留特徵值 (eigen values)大於 1 的因素。為方便因素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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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最大變異轉軸法 (varimax rotation)，使各因素在每一因子負荷量的平方和達到
最大值，並設定不顯示 cross-loadings 值小於 0.5 的值，得到表 5-3。
表 5-3 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 Cross-loadings 表
PU
PU1

0.809

PU2

0.828

PU3

0.818

PEOU

PEOU1

0.874

PEOU2

0.891

PEOU3

0.809

PL

PL1

0.890

PL2

0.882

HC

HC1

0.762

HC2

0.573

HC3

0.848

HC4

0.783

FSC

FS1

0.803

FS2

0.782

FS3

0.697

FS4

0.690

ATT

ATT1

0.574

ATT2

0.727

ATT3

0.878

ITU

ITU1

0.761

ITU2

0.741

ITU3

0.736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因素負荷量主要測量潛在變數成分與其他潛在變數的預測值的相關性；而
cross-loadings 則測量的是同一潛在變數預測值的不同潛在變數值 (components) 的
相關性。由表 5-3 得知，測量變數的負荷量為 0.573 至 0.891，未有任何 cross-loadings
的問題。經過上述兩種檢測實證本研究的構面具有區別效度 (Chin, 1998; Lee,
Cheung & Che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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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構模式檢定
Hair, et al. (2009)指出有許多模型配適度的指數可供檢測參考，但不論哪種方
法，至少需報告 X2、CFI 或 TLI，及 RMSEA (Hair et al., 2009)做參考，本研究構
面分析結果 X2 為 407.287，Norm Chi-square = 2.132，GFI = 0.913，AGFI = 0.884，
SRMR = 0.0327，CFI = 0.967，TLI = 0.960，RMSEA = 0.058。學者一般認為 GFI
和 AGFI 在 0.80-0.89 之間為可接受，若是大於 0.90 則視為具有好的配適度 (Doll,
Xia & Torkzadeh, 1994)；Hu & Bentler (1999)研究指出 RMSEA 以 0.06 為截止點，
CFI 以 0.95 為基準點以避免 type I error，本研究採用的標準為 RMSEA 需低於 0.06，
CFI 應高於 0.95 (Hu & Bentler, 1999)。經比較，本研究理論模型具有良好的模型配
適度。本研究建構之「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構面間的影響與路
徑詳如下圖 5-3:

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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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0.57
對農產品
產銷履歷
態度

0.29***
0.2*

健康意識
感知到
有用度

0.62***

感知到
易用度
R2= 0.77
感知到
障礙

使用農產
品產銷履
歷意圖

-0.17***

圖 5-3: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結構模式
*p<0.05, **p<0.01, ***P<0.001；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由上圖可知健康意識對履歷態度為正向且顯著 (standard regression weight, β
為 0.2, regression weight B= 0.246, t= 2.456)，食品安全意識對態度為正向且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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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0.29, B= 0.319, t= 3.318)；感知到有用度對態度為正向且顯著 (β= 0.3,B= 0.286,
t= 5.256)；感知到易用度亦為正向且顯著 (β= 0.12, B= 0.096, t= 2.483)。換言之，
當消費者的健康意識提升一單位時，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就會上升 0.246 單位。
其他構面對態度的效果也可依此類推。以上構面 (HC, FSC, PL, PU and PEOU)對態
度的變異解釋度為 57%。
對農產品產銷履歷使用意圖而言，感知到有用度為正向且顯著 (β=0.22, B=
0.241, t= 4.616)；感知到易用度為正向且顯著 (β=0.1, B= 0.092, t= 2.492)；感知到
障礙為負向且顯著 (β= -0.17, B= -0.16, t= -4.351)；對產銷履歷的態度對使用農產品
產銷履歷意圖的影響為正向且顯著 (β= 0.62, B= 0.709, t= 12.529)；以上構面對農產
品產銷履歷意圖的變異解釋度為 77%。
本研究實證指出消費者的食品安全意識為影響消費者對履歷態度的重要因子，
其次則依序為感知到有用、健康意識及感知到易用 (FSC >PU > HC> PEOU)。而在
對履歷的使用意願部份，我們發現以影響力的絕對值而言，態度對使用意圖具有
最大的影響力，其次為感知到有用，依序為感知到障礙與感知到易用；換言之，
依序為 (ATT> PU> PL> PEOU)。且不若食品安全意識與健康意識僅對態度具有顯
著影響，感知有用度與感知易用度對履歷態度與使用意圖皆顯著，換言之，若能
強化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的感知易用度與感知有用度，則會提升消費者對履
歷的態度與使用意圖。
此外，已知食品安全意識與健康意識對態度具有正向影響，對使用意圖不具
顯著影響；但感知到障礙對使用意圖具顯著負向影響，但對履歷態度則無統計上
的顯著影響，表示感知到障礙對使用履歷態度影響不顯著，但對使用意圖影響顯
著，產銷履歷的態度預測因子 (食品安全意識、健康意識、感知到有用度及感知到
易用度)與使用意圖預測因子 (感知到障礙、態度、感知到有用度及感知到易用度)
不同；其中對使用意圖具顯著影響的感知到障礙，或有可能為造成 48%受訪者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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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過農產品產銷履歷，卻使用率低 (21%)的原因；意即所謂的落差 (gap)。
三、替代模型比較
本研究將感知到易用度、感知到有用度、感知到障礙、健康意識及食品安全
意識視為受訪者的信念，認為信念會影響態度，態度會影響行為意圖，並根據這
個理論提出替代模型，並驗證其信度與效度，此做法也與部分學者一致 (如 Hsu &
Lin, 2008; Michaelidou & Hassan, 2008)。為驗證「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
模型」具有良好的模型配適度與對態度及使用意圖的變異有較佳的解釋度，因此，
本研究將其與四種替代模型進行比較，檢視「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
型」與其他四個模型在模型配適度、對產銷履歷態度與產銷履歷使用意圖的變異
解釋度的差異。替代模型亦非隨意建置，皆是之前學者曾建構或檢視過的，分別
說明如下:
1. 替代模型一: 由 TAM 原有的四個構面組成
Davis, et al. (1986)認為科技接受模式為適合用於檢測人們對電腦的接受度的
精簡模型，但 Legris, et al. (2003)指出 TAM 需要增加構面以擴大理論應用範圍，根
據第二節的結果，本研究所建置「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加入三
個新構面 (食品安全意識、健康意識及感知到障礙)以擴增 TAM 對消費者-產銷履
歷接受關係的解釋度。為驗證本研究的模型有較佳的表現，有必要對原始的科技
接受模型與本研究模型進行比較，好確認本研究模型相較於科技接受模型而言是
否有較好的模型配適度與對使用意圖解釋力。
承上所說明，替代模型一以 TAM 的核心構面: 1.感知到有用度、2.感知到易用
度、3.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及 4.使用農產品產銷履歷意圖進行結構方程式分析。
模型配適度與對態度及使用產銷履歷的意圖變異數解釋力將總合於本節第五部份
討論，構面影響力與顯著性及解釋度繪製如下圖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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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到
有用度
R2= 0.74

R2= 0.44
對農產品產
銷履歷態度

0.52***

0.67***

農產品產銷
履歷使用意圖

感知到
易用度
圖 5-4: 替代模型一因果路徑圖
*p<0.05, **p<0.01, ***P<0.001；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2. 替代模型二: 構面皆視為感知到有用與感知到易用的外生變項
部分學者依據 Davis (1989)的作法，將信念 (beliefs；如創新、信任感、電腦
效能、客觀道德)視為影響感知到有用度及感知到易用度的外生因子，並對其進行
驗證與分析 (Lee, Hsieh & Ma, 2011; Lee et al., 2006; Wixom & Todd, 2005)。因此，
為驗證本研究建置模型，本研究亦將感知到障礙、食品安全意識及健康意識視為
影響 PU 與 PEOU 的外生變項而成為替代模型二，經過 SEM 分析，替代模型二的
結構模式如下圖 5-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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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到
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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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0.46
感知到
有用度

食品安全
意識

0.30***

感知到
易用度
健康意識

2

R =0.51
對農產品產
銷履歷態度

0.86***

使用農產品
產銷履歷意
圖

2

R =0.24

2

R =0.73

圖 5-5: 替代模型二因果路徑圖
*p<0.05, **p<0.01, ***P<0.001；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3. 替代模型三: 將替代模型二捨去態度中介
在 Davis (1989)提出科技接受模式後，Davis, et al. (1989)認為 ATT 這個構面不
若 TRA 所宣稱的如此不可或缺，甚至建議若研究者想取得更簡化的預測模型時，
不妨將 ATT 捨去 (Davis et al., 1989)以獲得精簡的 (parsimonious)因果架構預測消
費者的行為。許多後繼的實證研究也支持將態度捨棄的作法，僅以感知到有用、
感知到易用及使用意圖等三個主要的構面預估受測者的意圖與使用狀況 (Chow et
al., 2012; Wu et al., 2011; Szajna, 1996) 。承上，為驗證 Davis, et al. (1989)的觀點是
否適用於本研究，本研究將替代模型二精簡並捨去態度這個中介變數，以 SEM 進
行後續的檢測，經過 AMOS 20 版的分析，繪製成圖 5-6；模型配適度與對態度及
意圖使用的變異解釋度亦將於本節第五部份討論。
4. 替代模型四: 將「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捨去態度
同上段解釋，為了驗證 Davis, et al. (1989)對刪除態度會獲得精簡模型的觀點，
研究者捨去「消費者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式」中的態度構面，並以結構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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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計算，分析後，結構模式如圖 5-7。模型配適度與對態度及意圖使用的變異解釋
度於本節後半部討論。

感知到
障礙

2

R =0.46
感知到
有用度

2

R =0.53

食品安全
意識

健康意識

使用農產品
產銷履歷意
圖

0.30***

感知到
易用度
2

R =0.24
圖 5-6: 替代模型三因果路徑圖
*p<0.05, **p<0.01, ***P<0.001；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健康意識
食品安全
意識
2

R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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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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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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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替代模型四因果路徑圖

*p<0.05, **p<0.01, ***P<0.001；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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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替代模型說明與比較
上述透過文獻探討而另外獨立出的四個替代模型，經結構方程式計算，其結
果與「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式」比較如下表:
表 5-4 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與四個替代模型比較表

模型簡述
配適
度指數

替代
模型一

替代
模型二

替代
模型三

替代
模型四

TAM
基本

TAM+
外生

TAM+
外生

本研究
理論模

構面

變項

變項捨
去 ATT

型捨去
ATT

消費者
對農產
品產銷
履歷接
受度
模型

2

ATT R

45%

51%

-

-

57%

ITU R2

74%

73%

53%

63%

77%

144.43

545.70

327.40

260.897

407.28

49

196

140

137

191

2.95

2.78

2.34

1.904

2.13

0.89

0.92

0.934

0.91

Chi-square
df
介於 1 與 3 之間
Norm
Chi-square
GFI

>0.9

0.94

AGFI

>0.9 good

0.90

0.908

>0.8 acceptable

0.86

0.89

0.88

RMSEA

<0.06

0.072

0.069

0.059

0.049

0.058

SRMR

<0.08

0.037

0.0893

0.0613

0.0297

0.032

TLI

>0.95

0.971

0.937

0.956

0.970

0.960

CFI

>0.95

0.979

0.946

0.964

0.976

0.967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根據本研究沿用的標準，學者認為 GFI 和 AGFI 在 0.80-0.89 之間為可接受，
若是大於 0.90 則視為具有好的配適度 (Doll, Xia & Torkzadeh, 1994)；Hu & Bentler
(1999)研究指出 RMSEA 以 0.06 為截止點 (cut point)，對 SRMR 的截止點為 0.08，
CFI 以 0.95 為基準點以避免 type I error，採用 RMSEA 低於 0.06 且 CFI 應高於 0.95
為標準 (Hu & Bentler, 1999)。
替代模型一採用科技接受模型的四個主要構面 (感知有用度、感知易用度、態
度與使用意圖)，根據模型配適度的參照標準而言，雖然大部分配適度指標符合學
67

者建議標準，但 RMSEA 高於 Hu & Bentler (1999)的建議值；此外，相較於本研究
所提出的「消費者農產品產銷履歷模型」，替代模型一對態度的變異解釋為 45%，
對使用意圖的變異解釋度為 74%，兩數值計算結果均低於「消費者農產品產銷履
歷模型」的結果。
以替代模型二而言，健康意識、食品安全意識與感知到障礙視為對感知到易
用度與感知到有用度的外生變項，亦即這四個構面透過感知到易用度與感知到好
用度影響態度與使用意圖。然經過分析，不僅部分模型配適度參考要素不符合學
者建議值 (例: GFI、RMSEA、TLI 及 CFI)，且其對態度的變異解釋度為 51%，對
使用意圖的變異解釋度為 73%；整體而言，較「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
模型」低。
在替代模型三與替代模型四的部分，兩個替代模型在模型配適度的數值均符
合學者所建議的標準，與「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間的差異僅在
對使用意圖的變異數解釋度，不論是替代模型三 (53%)或是替代模型四 (63%)都
比研究假設模型數值 (77%)低；換言之，雖然兩個替代模型將態度構面捨去，以
本研究實證樣本檢測，在模型配適度的檢測上，與「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
受度模型」的數值相比並無太大的差異，這結果雖然驗證學者認為刪除態度會使
得接受度模式更加簡易的觀點 (Davis, et al., 1989 )，但在對使用意圖的變異解釋度
上卻不足。

第四節 實證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的中介效果
承第二章第三節討論，部份學者認為態度的中介效果並不顯著，甚至 Davis, et
al. (1989)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將態度構面捨去，以求得更簡易的資訊系統接受度預測
模型。然仍有學者有不同的觀點，如 Schepers & Wetzels (2007)對 51 篇文章所做的
後設研究除了證明科技接受度模型的預測效果外，並確認態度具有中介效果。Kim,
Chun & Song (2009) 針對 18 篇研究 IT 接受度的後設研究指出態度對信念有完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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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部分中介或無中介效果等不同的狀況。因此，為了更完整探究模型構面的關
係，本節將對態度的中介效果進行討論。
結構方程式可一次討論所有構面間的關係，因此適合用於討論中介效果
(Baron & Kenny, 1986)，因此，在中介效果的部分，本研究透過 AMOS 20 版以結
構方程式分析。本研究中，在未加入中介變數前對使用意圖無顯著影響者不討論，
態度對構面感知到障礙無中介效果，以圖 5-3 為例，獨立變數 (Independent Variable,
IDV)為感知到好用、感知到易用與食品安全意識，依變數 (Dependent Variable, DV)
為農產品產銷履歷使用意圖，而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則為中介變數 (Mediator,
MV)。在結構方程式的分析中，圖 2-2 的 a 與 b 的乘積為間接效果，c’為加入中介
變數後，獨立變數對依變數的直接效果；當加入中介變數時，只有 a×b 的效果而 c’
幾近於 0 時，我們稱之為完全中介，亦即獨立變數因為中介變數的加入，只能透
過中介變數影響獨立變數。部分中介則是當加入中介變數，a×b 與 c’都尚有效果。
經過以 Bootstrapping 法重覆抽樣 2000 次，經過結構方程式分析後的間接效果
(Indirect effect)與直接效果 (Direct effect)如下表 5-5:
表 5-5 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構面對履歷態度與使用意圖的直
接與間接效果表
Indirect effect
PU

PEOU

Direct effect
FSC

對
履
歷
態

PU

PEOU

FSC

Β=0.286
β=0.296
P**=
0.002

B=0.096
β=0.118
P*=
0.017

B=0.319
β=0.288
P*=
0.021

B=0.241
β=0.219
P**=
0.009

B=0.092
β=0.099
P*=
0.036

0

ATT

度
使
用
意
圖

B=0.203
β=0.184
P***=
0.001

B=0.068
β=0.074
P*=
0.013

Β=0.226
β=0.179
P*=
0.013

*p<0.05, **p<0.01, ***P<0.001；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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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709
β=0.622
P***=
0.001

本研究依照 Gan, et al. (2011)建議的做法，以 Boottstrapping 進行態度中介效果
的分析，並以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 進行統計顯著性分析 (雙尾檢定)，經
分析，構面對態度與使用意圖的間接效果與直接效果如上表。另以食品安全意識
對態度與態度對使用意圖的效用及標準誤進行 Sobel Test 檢測，發現態度對食品安
全意識與使用意圖關係的中介效果具有統計上顯著意義。亦由表中得知，感知到
有用度與感知到易用度對使用意圖的間接影響顯著，且直接效果亦顯著，換言之，
加入中介變數「態度」之後，感知到有用度與感知到易用度對使用意圖的直接效
果並未消失，因此，我們可說態度部份中介 (partially mediate)感知有用度與使用意
圖間的關係。同理，態度亦部份中介感知到易用與使用意圖間的關係。
食品安全意識對使用意圖的間接影響為顯著，但對使用意圖的直接效果則不
顯著；易言之，態度完全中介食品安全意識與使用意圖的關係，亦即食品安全意
識需透過態度影響到使用意圖；有趣的是食品安全意識對使用意圖的間接影響度
(B= 0.226)甚至高於感知到易用度的總效果 (B= 0.160)，表示食品安全意識對使用
意圖具有相當的影響程度；但若無態度作為中介變項，則食品安全意識對履歷使
用意圖在統計上並無法觀察到任何顯著性的影響，研究者的模型將錯失部份訊
息。
綜合第二節至第四節討論，本章以科技接受模式為基礎，除科技接受模式的
構面之外，依文獻討論與專家焦點訪談結果，再加入食品安全意識、健康意識、
手機使用焦慮、社會影響與感知到障礙等構面；為驗證模型，先以結構方程式分
析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初建模型，審視分析結果後捨棄部份無統計顯著意義
的構面，去蕪存菁，辨識出對履歷態度或使用意圖具有統計上顯著意義的五個構
面 (食品安全意識、健康意識、感知到有用度、感知到易用度與感知到障礙)。再
依前述構面發展成「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式」
，再次以同一樣本進行
實證分析，結果發現上述模型在模型配適度模型配適度的數值均能符合學者所建
議的標準，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及使用意圖的變異解釋度也都具一定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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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檢驗更趨完整，在模型配適度
外，本研究亦藉由結構方程式能同時分析不同構面的特性，依文獻曾進行過的不
同因果連結方式進行比較。本研究透過結構方程式對四個替代模型進行分析，實
證指出「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對替代模型一與二而言具有較佳
的模型配適度，在對態度與使用意圖的解釋度上亦較為充足。
本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式為核心，呼應學者的建議，經實證分析後，新增構面:
食品安全意識、健康意識與感知到障礙，而形成擴增科技接受模式 (消費者對農產
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相較於原始的科技接受模式 (替代模型一)對態度變異解
釋度為 45%及對使用意圖變異解釋度的 74%，兩模型在態度的部分差異達到 13%，
在使用意圖差異的部分達到 3%；換言之，相較於原科技接受模式對產銷履歷態度
與對農產品履歷使用意圖的變異解釋度上，本研究的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
受度具有較佳的解釋變異力。
本章辨識出影響產銷履歷態度的構面為食品安全意識、健康意識、感知有用
度及感知易用度，影響使用意圖的構面為態度、感知到有用度、感知到易用度及
感知到障礙，其中感知到有用度與感知到易用度對態度與使用意圖皆有影響，換
言之，若對消費者強化對履歷的感知到有用度與感知到易用度，則能提升消費者
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而食品安全意識與健康意識對履歷態度的影響值得關注，
分別是 29%與 20%；而感知到障礙對使用意圖的影響亦為負向的 17%，因此如何
提升消費者的食品安全意識與健康意識，並降低感知到障礙的影響，應是重要的
課題。
除了建構「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外，本研究亦實證態度的
中介效果，如第二章第二節所述，學者對於是否加入態度這變數當作信念 (beliefs,
如感知到有用…等)與使用意圖的中介變數中有所爭議，經本研究分析結果，態度
部分中介感知到有用及感知到易用兩構面與使用意圖間的關係；態度則完全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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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安全意識與使用意圖間的關係；換言之，這三個構面透過態度對使用意圖造
成間接性的影響。且根據替代模型四的結果，若未採用態度作為中介變數，不僅
對使用意圖的解釋會降低，且會遺漏部分資訊，如以食品安全意識為例，若僅檢
驗食品安全意識對使用意圖的關係，則容易與使用意圖無顯著相關而將其忽略。
感知到障礙對態度不具顯著性，但對使用意圖具負向顯著性的結果，上述的結果
可以解釋為消費者認為感知到障礙的項目不會影響對履歷的態度，但在考慮是否
使用時，則會造成負向影響，而這個情形亦為為何消費者認為推動產銷履歷重要
(mean= 5.9, s.t.d= 1.19)，並能保障安全 (mean= 5.82, s.t.d= 1.29)，但卻僅有少部分
人使用的問題提出部分的解答，亦即存在於態度與使用意圖間的落差 (gap)或也是
來自於感知到障礙對消費使用意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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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自 2002 年我國成為 WTO 會員國後，各部會 (農委會、衛生署及商業司)為因
應農產品產銷供應鏈國際化對國民食用安全的衝擊，於 2004 年積極推動農產品產
銷履歷認證，並對參與認證的農民與廠商予以補助與獎勵，但我國自 2011 年起，
食品安全問題一直佔據著媒體的版面，也一再的衝擊消費者對農產品管理的信心。
本研究經文獻探討與分析後，認為以下數個議題對農產品食用安全影響甚鉅:
一、全球化的影響 由於自由經濟與供應鏈全球化的趨勢，食品危害傷害的範圍已
不僅侷限於區域或單一國家 (例: 三鹿公司的毒牛奶及塑化劑)，影響層面也
不僅只於造成人體健康的疑慮，亦會牽涉到許多其他的問題 (如牛肉的瘦肉精
添加與產地國標示議題)，因此，供應鏈複雜與影響範圍大似乎是食品安全管
理必須面對的問題。也因此，能夠往前或往後追溯的農產品產銷履歷為近年
各國管理食品安全問題的利器。
二、廠商的自我規範極限 以最近 (2013)年的混油危機為例，爆發問題且受到關注
的重點是因為這些公司並非名不見經傳，有的是市場佔有率高 (大統長基公
司)，有的是品牌知名度高 (味全)，且公司多項產品獲得 GMP 或 HACCP 驗
證通過 (大統長基與味全)，廠商的自覺與能否自我約束反而是重點，若廠商
僅以成本及盈餘為唯一考量，則易造成製程與環境均符合一定標準甚至通過
國家級驗證，反倒潛藏食品安全問題。
三、政府食品安全管理缺憾 根據第二章的文獻討論，我國在農產品的規範上已逐
步跟上世界的標準，然而，雖然食品安全規範中訂有再驗證之規定，但政府
卻礙於人力及技術問題及事權分責的關係，法規並無法順利執行。如同前述
部分公司混油的問題，不是 GMP 的流程問題，反倒是能否切實執行再驗證或
認證的的規範，縱使 GMP 及其他相關食品認證行之多年，但認證通過後，若
無客觀機構再驗證這些公司是否違反規範，則驗證的效果會僅止於一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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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能收到部分成效。
四、農產品產銷履歷認證參與度低 在食品安全問題發生時，國內總有些官員與學
者疾呼產銷履歷的重要性 (陳清芳，2011；唐筱恬，2012)，且政府亦對參與
認證的農民與工廠多所補助，但這幾年通過產銷履歷認證的種植面積並未大
幅增加，甚至 2012 年通過產銷履歷的可耕地面仍僅佔可耕地約 0.84%；本研
究訪問的專家學者亦指出農民因為參與認證的成本不僅止於認證花費，而需
有更多的時間投入與操作上的障礙因而卻步，當然，消費者接受度與是否願
意多付費亦為影響因素 (邱芷柔，2013)之一。
綜上，在全球化的浪潮與市場機制的影響下，政府沒辦法管到「每件事」
，廠
商因為成本與經費的考量，而不願做到「每件事」
，或者雖有獎勵但仍因誘因不足
而參與度低落，但身為消費者的我們，沒必要接受「每件事」
，消費者仍掌握著購
買或不購買的權力，只要在足夠的資訊下，消費者能最佳化的選擇出適合的食品，
對廠商與政府的決策或規範造成影響，對政府與廠商提示 (signaling)履歷認證的必
要性，甚至透過輿論的力量引導廠商的改變；而農產品產銷履歷，能提供食品製
造、來源與去向足夠的訊息，降低資訊不對稱的問題，故為各國採用作為提供消
費者資訊與食品安全管理的工具。若能辨識出影響消費者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
的因素，提供政府在廣告、獎勵策略的參考，以提升消費者產銷履歷接受度，使
政策能順利推動，重建消費者對政府食品安全管理的信心，俾便確保國民飲食安
全；因此，探討影響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為本研究意圖探討的重點。
本研究自 2012 年開始醞釀，第一階段先由食品安全議題開始，由廣泛的研討
而慢慢收斂，透過與三位學者的焦點訪談，試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略窺農產品
產銷履歷的堂奧，將龐雜的產銷履歷問題理出理路來；在此階段，專家除了對現
行農產品產銷履歷多所針貶與建議外，更認為消費者的自覺引領農產品產銷履歷
的需求，使用意願與消費意願亦為農產品產銷履歷能持續運作的核心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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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議題進行文獻探討，逐步建構出研究架構，並將農產品產銷履歷
視為對消費者而言的新資訊系統，以檢測資訊系統常使用的科技接受模式的主要
構面 (感知到有用度與感知到易用度)為核心，考量農產品的信任財特性加入感知
到障礙構面；顧及消費者僅能透過智慧型手提工具使用農產品產銷履歷 (下載 APP
及查詢資料)，加入手機使用焦慮構面；兼顧消費者必需於公開場合查詢農產品產
銷履歷，為檢視他人觀點對消費者使用查詢履歷的影響，加入社會影響構面；最
後，透過專家焦點訪談檢視研究構面之適合度，並加入消費者自我自覺有關的食
品安全意識與健康意識，總集提出「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初建模型」，
將模型展開，進行問卷施測，最後收集到 380 位消費者有效資料，進行實證研究。
經實證分析後，驗證出影響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的影響因子為: 1.
食品安全意識、2.健康意識、3.感知到有用度、4.感知到易用度及 5.感知到障礙；
建構「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
，並以 Hair, et al. (1998)的兩階段分析
法檢證「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構面的信度與效度，並與經文獻
討論出的四個替代模型進行比較，結果發現本研究模型具有較佳的模型配適度及
對依變數 (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與對農產品產銷履歷使用意圖)的變異解釋度。
透過檢驗態度的中介效果，實證態度在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上的的效果與影響，
而驗證態度作為中介變數的必要性。
綜合前述說明與討論，本章第一節說明本研究的結論，第二節提出數點建議，
第三節提出本研究的管理意涵。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實證出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的五個影響因子: 健康意識、食
品安全意識、感知到有用度、感知到易用度與感知到障礙；並藉以建構出「消費
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
；另驗證態度對影響因子與使用意圖關係的中介
效果，實證前述模型相較於四個替代模型具有較佳的模型配適度與使用意圖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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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度。研究假設、實證結果與中介效果整理如表 6-1:
表 6-1 研究假設、實證結果與中介效果表
假設 假設內容
編號
H1-1 感知到有用度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具正向影響
H1-2 感知到有用度對產銷履歷使用意圖產生正向影響

實證
結果
支持
支持

中介
效果
-

H1-3 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中介感知到有用度與產銷履歷使用意 支持
圖間的關係
H2-1 感知到易用度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具正向影響
支持

部份
中介
-

H2-2 感知到易用度對產銷履歷使用意圖產生正向影響

支持

-

H2-3 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中介感知到易用度與產銷履歷使用意
圖間的關係
H3-1 社會影響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具負向影響
H3-2 社會影響對產銷履歷使用意圖產生負向影響
H3-3 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中介社會影響與產銷履歷使用意圖間
的關係
H4-1 手機使用焦慮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具負向影響
H4-2 手機使用焦慮對產銷履歷使用意圖產生負向影響
H4-3 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中介手機使用焦慮與產銷履歷使用意
圖間的關係
H5-1 感知到障礙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具負向影響

支持

部份
中介

無顯
著性
無顯

-

著性
無顯

-

著性

H5-2 感知到障礙對農產品產銷履歷使用意圖具負向影響

支持

H5-3 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中介感知到障礙與產銷履歷使用意圖 無顯
間的關係
著性

無中
介

H6-1 食品安全意識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具正向影響

支持

-

H6-2 食品安全意識對農產品產銷履歷使用意圖具正向影響

無顯

-

著性

H6-3 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中介食品安全意識與產銷履歷使用意 支持
圖間的關係
H7-1 健康意識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具正向影響
支持
H7-2 健康意識對農產品產銷履歷使用意圖具正向影響

無顯

完全
中介
-

著性

H7-3 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中介健康意識與產銷履歷使用意圖間 支持
的關係
H8-1 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對農產品產銷履歷使用意圖具正向 支持
影響

無中
介
-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由表 6-1 得知，社會影響與手機使用焦慮因為台灣社會手提智慧型工具的蓬勃
發展與人民的開放度，在公共場合使用手機查詢 TAFTS 資訊並不會對消費者造成
困擾，雖然結果與羅蘇秦 (2012)的觀察結果並不相同，但卻能提供政府考量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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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手機應用程式推展數位化服務的參酌；而在辨識出影響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
的因子後，政府如何透過策略提升正向影響，降低負向影響，以提升消費者對農
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進而促進廠商與農夫加入農產品產銷履歷認證的行列，而
使得農產品產銷履歷能推動得更為順暢是值得深入研討的議題。
另外，本研究在焦點訪談的部分，專家不僅出指出農產品產銷履歷的重要性
與影響政策推動的議題，並能提出具體建議，亦在 2012 年訪談中即論及政府應加
強稽核與再檢驗制度，呼應到政府經歷 2013 年食品安全震盪後所欲採取的食品三
級管理制度 (自我檢測、送第三方檢驗及政府監督管理；沈雅雯，2013)，由上列
說明可證明本研究焦點訪談的專家對本次討論的議題具有相當深入的了解。
承上討論，本研究辨識出影響農產品產銷履歷的因素，並檢測態度對構面與
使用意圖的中介效果，並能建構出具有良好模型配適度與變異解釋度的「消費者
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
；在學術理論上，本研究對履歷態度的中介效果探
究上有下列兩種貢獻:
一、實證態度的中介角色 本研究結果呼應 Davis, et al. (1989)的建議: 在以科技接
受模式進行研究時，需對態度進行中介效果的檢測。依本實證調查的樣本而
言，若捨去態度這個構面 (如替代模型三與四)，雖然對整體的模型配適度影
響不大，但反而使得模型對使用意圖的變異解釋度變少，甚至會失去部分訊
息 (如無法探知到食品安全意識或健康意識對使用意圖的間接效果)，以致於
無法完整解釋與了解資訊。因此，本研究實證出若模型缺乏態度作為中介變
數，則理論模型不僅對使用意圖 (接受度)的變異解釋會降低，亦可能失去某
些變數間因果關係的訊息，而造成研究者無法正確判讀因果關係的缺憾。
二、實證態度的中介效果 本研究亦實證態度具有不同的中介效果，實證結果顯示
態度完全中介食品安全意識與使用意圖，但部份中介感知到有用度與使用意
圖及感知到易用度與使用意圖間的關係。且以「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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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度模型」與替代模型比較時發現，若模型捨去對履歷的態度構面時 (如替代
模型三與替代模型四)，實證出相較於本研究提出的模型而言，雖然模型配適
度的差異不大，但對農產品產銷履歷的變異解釋度卻有相當的差異。換言之，
在態度對構面具有不同的中介效果部分，支持學者認為需檢視中介效果的建
議 (Davis et al., 1989)，也再次支持理性行為理論 (TRA)認為態度為重要中介
變數的觀點 (Fishbein & Ajzen, 1980 )。
綜而言之，本研究以農產品供應鏈中關鍵的終端使用者 (end-users)消費者為
對象，藉由嚴謹的研究過程為農產品產銷履歷建置簡易的模型，除提供為政府擬
訂推動政策的參考外，另辨識出推動的障礙 (感知到障礙)，使政府在改善農產品
產銷履歷的推動有明確的標的；並提出後續的研究建議，讓研究者在消費者對農
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的研究度上有遵循的方向，使科學研究與政策推動能相輔相
成，進而提升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以利消費者端能形成履歷推動的
拉力，讓我國農產品產銷履歷政策推動能順暢，促進農產品食用安全的提升。

第二節 建議
根據上述的研究結果與發現，本研究對有關單位在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上有
幾項建議，分別以實務面與後續研究建議的角度進行討論與說明如下:
一、實務面的建議
1.加強農產品產銷履歷宣傳 (提升效用與安全性) 在焦點訪談中，專家學者提
出政府角色的重要性，但實證分析發現，知道政府在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的
人數為 183 人 (佔受訪者的 48%)，由上述的調查結果得知知道政府正在推動
農產品產銷履歷的人數並不多，且經文獻調查，在 2012 年的調查中，獲得產
銷履歷認證的可耕地面積亦僅占可耕地面積的 0.84% (農田水利入口網，2012)，
因此，且生產者仍對加入農產品產銷履歷認證具有疑慮，而需要進行宣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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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教育 (Liao et al., 2011)；為使消費者能形成購買產銷履歷認證食品的拉力，
政府需再強化對農產品產銷履歷的宣傳，提升消費者的食品安全意識與健康
意識，增強使用農產品產銷履歷的態度與使用意圖，進而激勵農民與製造商
加入，讓農產品產銷履歷政策能順利推動。
2.降低感知到障礙，強化農產品產銷履歷與安全的鏈結 Hung & Wu (2011)指出
新的系統必需對使用者產生誘因，否則使用者不會輕易地轉換到另一種資訊
系統，如實證結果顯示，消費者的感知到障礙 (習慣使用食品標章及不想多花
時間)會降低消費者對產銷履歷的態度與使用意圖。而 Van Wezemael, et al.
(2010)指出若能提升消費者的食品安全意識，消費者就會把食物由原本的
credence good 當作 search good，而願意花更多的時間注意安全議題。換言之，
為確保消費者飲食安全，政府應提升消費者食品安全意識，改善對農產品產
銷履歷的態度，透過獎勵或有效策略提升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的使用意
願。
二、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1.延續對其他利害關係人研究 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的研究而言只
是整體產銷供應鏈的一部分，如同本文於文獻討論中論及的利害關係人間的
衝突與緩衝，每個單位或機構的互動都值得管理領域的學者多加探究，畢竟，
農產品的問題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但或許農產品的低涉入與信任財特性，
而使得投入的研究者有限，本研究也因資源與時間的因素，研究者僅能專注
於探討消費者端的驅力，尚未探究政府部門管制的影響，或焦點訪談中專家
提及第三方驗證機構的驗證認證影響，及探究何種策略能具體「激勵」廠商
自覺。若能透過實證研究循著供應鏈一段段的強化「weakest link」 (最弱的環
節)，協助整個農產品供應鏈克服先天條件的不足 (如供應端複雜的必要性或
全球化的趨勢)，進而保障國民食用安全，應是政府與學界應關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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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需對「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進行後續驗證 本研究歷經
文獻探討、焦點訪談與定量研究而建構出的「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
度模型」
，雖說構面的信度與效度通過學者建議的標準，與四個替代模型比較
亦獲得較佳模型配適度與對態度及使用意圖變異解釋度，但如同科技接受模
式，自 Davis

(1989)提出多年後的現在，仍有學者以科技接受模式檢測新的

資訊系統對消費者接受度的預測效果，雖然本研究經過前述嚴謹的調查與分
析，然「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為第一次提出，需要更多實
證證明它在實務上的適用度。
3.進行跨國研究 由於農產品產銷履歷為各國常用的食品安全管理工具之一，
若能將本研究模型推展到國外，檢視各國或是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如發展中
國家或已開發國家)是否有所不同，如文獻中發現，歐洲對農產品產銷履歷的
研究會增加「人道畜養」或「永續生產」以討論購買有機或自由放牧食品的
影響因子 (Michaelidou & Hassan, 2010)，因此，若因研究對象不同，而能擴增
「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的構面，則對模型適用度有更大的
幫助，綜言之，更多對本研究模型的試煉是模型能拓展適用範圍的必要過程。
4.進行資訊品質要素的研究 資訊品質要素為農產品產銷履歷所呈現的資訊，
如: 製造商、產地國、製造過程…等 (蔡憲唐等人，2012)，若能探討資訊品
質要素與對消費者的購買意願間的關係，進而了解哪些資訊品質能吸引消費
者搜尋與使用，將較具吸引力的資訊品質刊載於農產品產銷履歷之中，與現
行食品標章的資訊品質區隔，而提升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的使用意圖。
5 進行標章使用與產銷履歷接受度相關研究 食品標章因為空間的限制無法載
明詳細的訊息，而僅能呈現營養標示 (如蛋白質、飽和脂肪酸…)與部分訊息
(如品名、主要成份…)，相較於產銷履歷資訊的完整性，食品標章的資訊較為
不足，但食品標章使用已久，且與產銷履歷一般皆被視為農產品品質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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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探究食品標章的使用習慣對產銷履歷接受度的影響是正向或負向，或
也能成為對政府施政良好的科學佐證。

第三節 管理意涵
本研究的管理意涵有如下四點:
一、辨識出影響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的因子 為擴大科技接受模式的應
用範圍，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與學者專家討論，萃取出影響產銷履歷接受度
的因子，如與消費者自覺有關的食品安全意識、健康意識這兩個因子，因查
詢農產品產銷履歷需透過網路或個人手提智慧型工具加入手機使用焦慮、社
會影響；又因農產品的低涉入與信任財特性，加入感知到障礙構面，以科技
接受模式的主要構面(感知到有用度及感知到易用度)，對 380 為消費者進行實
證分析，結果指出感知到有用度及感知到易用度對態度與使用意圖皆有正向
顯著影響；健康意識與食品安全意識則對態度具有正向影響；除了感知到障
礙對使用意圖有負向顯著影響外，食品安全意識亦對使用意圖具間接影響。
在辨識出這些影響因子後，主管機關可以透過廣告及獎勵金等策略，增強消
費者的食品安全意識、健康意識、感知到易用度及感知到有用度提升消費者
對履歷的接受度，或如同 Shim, et al. (2011)指出知識影響健康意識與食品安全
意識，政府能提升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知識，而使得農產品在消費者的觀點
中不再只是低涉入或信任財，進而促進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的接受度。
二、建構簡易模型供策略制定參考 本研究自焦點訪談與實證研究以降，不僅能萃
取專家學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的精要，更融合文獻與學者專家之見解以建立
構面，並在對消費者為的實證研究中，驗證構面題項的效度與信度，並以四
個替代模型再度驗證「消費者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之配適度與對態
度和使用意圖的解釋度，過程嚴謹。此外，五個構面 (健康意識、食品安全意
識、認知到障礙、認知有用度及認之易用度)對「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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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度」的態度變異解釋度達到 57%，使用意圖變異解釋度達到 77%。承上說
明，
「消費者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不僅構面具有信度與效度，更為消
費者對履歷接受度的良好預測模型，能提供政府相關部門在制定推動農產品
產銷履歷對策時的參考。
三、辨識出感知到障礙 如同 Venkatesh (2006)認為學術研究構面不僅應具有科學研
究的意義，亦需對商業產出及個人對與科技的接受度有所助益；本研究實證
感知到障礙為負向且顯著，因此，在明確辨識出感知到障礙(例: 食品的低涉
入與信任財特性與食品標章的替代性)之後，政府便能擬定策略以提升消費者
對食品的重視，使得食品能由信任財轉化為搜尋財；或推動如同蔡憲唐等人
(2012)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所呈現的資訊品質要素 (例: 製造商、產地國…)的研
究，進而了解哪些資訊品質要素能更吸引消費者搜尋與使用，而能與現行食
品標章區隔，提升消費者的使用意圖；使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能順利推動，
進而保障農產品食用安全。
四、擴大科技接受模式適用領域 Venkatesh, et al. (2012)指出科技接受度模式研究
常見的兩個缺憾:1.常以雇員或是大學部或研究所學生為研究對象，而限制理
論適用範圍，2.僅以四個構面 (感知有用度、感知易用度、態度及使用意圖)
無法完整解釋一個現象，需要增加構面以擴增應用範圍；換言之，科技接受
模式研究對象多為雇員或學生，研究標的也僅止於在工作場域上述人員對資
訊系統的接受度檢測；不同以往，本研究以文獻探討及焦點訪談為根基，擴
增科技接受模式的構面，並以實際消費者作為研究對象，實證消費者農產品
產銷履歷的影響因子，改善了樣本以學生或雇員為主的侷限性，並將科技接
受模式的應用領域擴大到與民生生活有關的農產品產銷履歷的議題上。
五、檢測態度中介效果的必要性 本研究以消費者實證「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
接受度模型」態度的中介效果，結果指出態度對信念 (如感知到易用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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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到障礙、…)與農產品產銷履歷使用意圖的中介關係，分別有完全中介、部
分中介及無中介效果，且與替代模型比較中亦顯示，加入態度為中介後，對
使用意圖的變異解釋度較佳，以上的實質結果支持 Davis et al. (1989)指出以
TAM 為模型的研究檢測態度的中介效果的必要性。
農產品產銷履歷與食品標章為各國政府食品安全管理常用的工具，但要推動
農產品銷履歷不僅在系統建置上需要相當大的成本，農產品供應鏈的利害關係人
都得投入可觀的資源與成本，進而能改善流程與提供正確資訊。而消費者對農產
品產銷履歷的接受度與制度推動的成敗具有相當的關連性，因此，辨識出影響消
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的因子即成為農產品安全管理與產銷履歷推動的重
要議題。
本研究擴展科技接受模式應用至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議題，透過 380 位消
費者的實證分析，辨識出影響消費者對履歷接受度的影響因子；建構出「消費者
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模型」
；改善科技接受模式以學生與工作場域為主要研究
範圍的缺點，進而擴增科技接受度模式的應用範圍至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上；
並實證在以科技接受模式為核心模型的研究中，研究者需驗證態度中介對信念與
使用意圖的中介效果的必要性。
透過本研究建構的模型，政府相關部門能藉由模型進行分析與擬定對策，俾
利政策的推動與永續，藉由提升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的接受度，進而能激勵
農夫與廠商加入認證，讓農產品產銷履歷政策能順利推動，農產品出問題時能往
上或往下追溯已進行風險及危害管控，使達成農場到餐桌皆有完整農產品資訊的
目標；在平常時亦能供消費者採購決策參考，增進國民食品安全信心與飲食健康，
總上言之，本研究不僅在理論上與管理意涵上具有相當大的貢獻，在實務運用上
亦提供政策推動者著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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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焦點訪談問題大綱
1. 您對國內農產品產銷履歷的看法?
2. 你認為消費者對履歷認證商品的觀點?
3. 您認為國內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的障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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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調查
自 2008 年爆發大陸三鹿公司違法摻入三氯氰胺的毒奶粉事件，2011 年國內的塑
化劑事件，到美國、加拿大及各國延燒的狂牛症議題。這些重大的食品安全問題
不僅影響著消費者的健康，也讓消費者對政府監督與管制食品衛生的能力產生疑
問。為此，各國政府積極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以因應食品安全問題與保障國民健
康，透過立法以督促農夫、生產者、食品加工製造者及流通業者能詳細的紀錄下
製造及生產食品時所施用的農藥、肥料及添加物…資訊，提供消費者查詢。希望
透過農產品產銷履歷及資訊平台的設置，不僅在平時能提供消費者有關食品生產、
加工製造與運輸的資訊，做為消費者購買食品重要的參考。更能在危機發生時，
能儘早透過農產品產銷履歷的紀錄找到問題起源，及早因應。
我國亦自 2004 年由相關部會協助推動產銷履歷，然而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
不僅需要政府與廠商的配合，消費者的支持也是關係農產品產銷履歷成功的必要
因素之一。因此，本研究透過科學方法探討消費者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探
究農產品產銷履歷使用上遇到的具體問題與阻礙。並將客觀分析的結果提供主管
單位執行農產品產銷履歷時的建議及修正參考。
本問卷分為三部份共 6 頁。請您先依第二部分提示先行使用產銷履歷應用軟體查
詢提供的範例，前後歷程約 2 至 4 分鐘。後請您依您的真實感受填答書面問卷，
問卷填答時間約需要 6 至 8 分鐘。所填資料均採用不記名形式，並僅為學術研究
之用，無蒐集個人資料之意圖，請您能安心填答。再次感謝您為學術研究的付出
與您費心的填寫，

謹祝您
平安順利 心想事成

國立中山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博士候選人 洪嘉聰
指導教授
蔡憲唐
敬上 201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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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前言
以下應用軟體下載及說明係採用自行政院責成經濟部技術處所執行建置的「安心
食品履歷追溯服務網」(http://www.twfoodtrace.org.tw/ )，請您安心操作。
本問卷所提到的農產品產銷履歷為我國自 2004 年起由各部會 (農委會、衛生署及
商業司)陸續推動有關農產品及加工食品追溯計畫。主要透過產銷履歷資訊平台，
將農產品或食品在製造、生產及運送過程的詳細資訊儲存在資料庫中，提供消費
者查詢相關資訊時之用。
第二部分、應用軟體使用及範例
請於填答前，依照下列指示將農產品產銷履歷應用程式裝置到您智慧型手提工具
(如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之中。
下列為兩種方式取得農產品產銷履歷應用程式的方式
1. 若您的手機具有二維條碼掃描軟體，請直接掃描下面二維條碼下載產銷履歷應用程式。

2.若您的手機不具有上述二維條碼掃描軟體，請您先至 App Store 或是 Google play
輸入“安心履歷” 或“食品履歷追溯”搜尋，依指示下載軟體並執行。
以後只要透過 App 以手機上的鏡頭掃描商品上的條碼，就能快速查詢到食品履歷相關資
下載完上述的軟體後，請您執行程式，選擇條碼掃描的功能，將智慧型手提工具(如
訊。
手機或平板電腦)的攝影鏡頭對準以下的圖片，有關食品資訊將呈現在您的手機上。
(下列三圖僅為學術用，並無廣告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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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農產品產銷履歷接受度調查
壹、 農產品產銷履歷知識調查
下列問題是請教您對農產品產銷履歷的了解程度，請您
就下列各題說明，根據實際感受，在□勾選您的答案(答
案沒有對或錯)

非
常
不
同
意

中
度
不
同
意

些 無
微 意
不 見
同
意

些
微
同
意

1

□ □

□ □

□ □ □

□ □
□ □

□ □
□ □

□ □ □
□ □ □

貳、 農產品產銷履歷有用度調查
下列問題是請教您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效用的看法，請您
就下列各題說明，根據實際感受，在□勾選您的答案(答
案沒有對或錯)

非
常
不
同
意

中
度
不
同
意

些 無
微 意
不 見
同
意

些
微
同
意

1
2

使用產銷履歷能幫助我選購到安全的食品。
使用產銷履歷能讓我有效的選購到我要的食品。

□ □
□ □

□ □
□ □

□ □ □
□ □ □

3

使用產銷履歷可以讓我查到我想要的資料。

□ □

□ □

□ □ □

參、 農產品產銷履歷易用度調查
下列問題是請教您對使用手機查詢農產品產銷履歷的看
法，請您就下列各題說明，根據實際感受，在□勾選出
答案(答案沒有對或錯)

非
常
不
同
意

中
度
不
同
意

些 無
微 意
不 見
同
意

些
微
同
意

1
2

我認為用手機裝載產銷履歷的應用程式很簡單。
我認為學會使用產銷履歷很簡單。

□ □
□ □

□ □
□ □

□ □ □
□ □ □

3

我覺得查詢產銷履歷很簡單。

□ □

□ □

□ □ □

2
3

我認為我可以透過產銷履歷查詢到產品生長過程所加入
的農藥、飼料、肥料及添加物的資料。
我認為推動產銷履歷可以保障我們食品的安全。
我認為使用產銷履歷能讓我們早點知道哪些食品有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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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度
同
意

中
度
同
意

中
度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肆、 食品安全意識

非 中

些 無

些 中 非

下列問題是請教您對食物(食品)中食品添加物、防腐劑
及相關食品議題的看法，請您就下列各題說明，根據實
際感受，在□勾選答案(答案沒有對或錯)

常
不
同
意

度
不
同
意

微 意
不 見
同
意

微 度 常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我在意食品中防腐劑與添加物的量。
我認為食品中殘留的肥料與農藥，就算我們買回來並經
過烹煮後，仍會對我們健康造成影響。
我關注媒體所提到有關食品安全的議題。
我在意食品的品質與安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伍、 健康意識
下列問題是請教您對健康資訊及健康生活的態度，請您
就下列各題，根據實際感受，在□勾選答案(答案沒有對
或錯)

非
常
不
同
意

中
度
不
同
意

些 無
微 意
不 見
同
意

些
微
同
意

1
2
3

我在意飲用水的品質。
我會減少油炸食品與鹽分的攝取。
可能的話，我會減少攝取速食食品(如漢堡、薯條)。

□ □
□ □
□ □

□ □
□ □
□ □

□ □ □
□ □ □
□ □ □

4

我要為我自己的健康負責。

□ □

□ □

□ □ □

陸、 社會影響
下列問題是請教您認為在使用產銷履歷上他人對您的影
響(如他人觀感、店員態度)，請您就以下各題，根據實
際感受，在□勾選答案(答案沒有對或錯)

非
常
不
同
意

中
度
不
同
意

些 無
微 意
不 見
同
意

些
微
同
意

1
2

我認為店員會阻止我用手機拍攝商品。
當我使用手機查詢產銷履歷時，我擔心店員會誤會我有
不良企圖。

□ □
□ □

□ □
□ □

□ □ □
□ □ □

3
4

我認為在商店裡用手機拍攝商品並不洽當。
我認為在商店裡使用手機查詢產銷履歷會造成其他顧客
困擾。

□ □
□ □

□ □
□ □

□ □ □
□ □ □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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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度
同
意

中
度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柒、 手機使用焦慮

1
2
3
4

非 中

些 無

些 中 非

下列問題是請教您認為在使用產銷履歷上的障礙(如手
常 度
機操作困擾)，請您就以下各題，根據實際感受，在□勾 不 不
選答案(答案沒有對或錯)
同 同
意 意

微 意
不 見
同
意

微 度 常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我認為操作手機查詢資料讓我困惑。
我認為手機螢幕太小不易使用。
我認為用手機看文字很吃力。
我認為使用手機查詢資料讓我緊張。

□
□
□
□

□
□
□
□

□
□
□
□

捌、 感知到障礙
下列問題是請教您認為在使用產銷履歷上的障礙，請您

□
□
□
□

□
□
□
□

□
□
□
□

□
□
□
□

非 中
常 度

些 無
微 意

些 中 非
微 度 常

就以下各題，根據實際感受，在□勾選答案(答案沒有對 不 不
或錯)
同 同
意 意

不 見
同
意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我認為雖然選購食品時間短，但仍需要使用產銷履歷。
我認為食品上的成份及營養標示對我而言不足夠。

□ □
□ □

□ □
□ □

□ □ □
□ □ □

玖、 對農產品產銷履歷態度調查
下列問題是請教您對產銷履歷的態度，請您就以下各
題，根據實際狀況，在□勾選答案(答案沒有對或錯)

非
常
不
同
意

中
度
不
同
意

些 無
微 意
不 見
同
意

些
微
同
意

1
2
3

□ □
□ □
□ □

□ □
□ □
□ □

□ □ □
□ □ □
□ □ □

非 中

些 無

些 中 非

下列問題是請教您使用產銷履歷的意圖，請您就以下各
題，根據實際感受，在□勾選答案(答案沒有對或錯)

常
不
同
意

度
不
同
意

微 意
不 見
同
意

微 度 常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我會推薦別人使用產銷履歷。
我認為使用產銷履歷查詢資料是具有意義的。
我未來將會使用產銷履歷查詢資訊。
產銷履歷使用行為

□ □
□ □
□ □
否

□ □
□ □
□ □

□ □ □
□ □ □
□ □ □
是

1
2

我認為推動產銷履歷是重要的。
我認為推動產銷履歷能保障我們食用食物的安全。
我認為具有產銷履歷認證的食物在品質上是安全的。

拾、 對農產品產銷履歷使用意圖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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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度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拾

下列問題是請教您使用產銷履歷的狀況，請您就以下各

壹、 題，根據實際狀況，在□勾選答案(答案沒有對或錯)。
1
2
3
4
5

我知道政府在推動產銷履歷。
在本問卷前，我曾查詢過產銷履歷。
我常使用產銷履歷查詢食品資訊。
我曾聽過產銷履歷的宣傳。
三個月內我曾使用手機查詢資訊(包含股票、新聞、交通
資訊、美食…等)。

□
□
□
□
□

□
□
□
□
□

1.性別：□男
□女
2.年齡：□20 歲(含)以下 □21-30 歲(含) □31-40 歲(含) □41-50 歲(含) □51-55 歲
□56 歲(含)以上。
3.居住地區：□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與 □離島地區。
4.教育程度：□國中(含)以下 □高中(職) □大學(專科) □研究所(含)以上。
5.職業類別：□學生 □軍公教 □工業 □商業 □餐飲相關服務業 □醫療相關服務業
□農林漁牧礦業
□自由業 □其他_________。
6.居住成員：□與家人同住，家中有小孩 □與家人同住，家中無小孩 □獨自在外居住
7.每月可支配所得(每月收入中可用來購買食品或用餐的金額)：□10,000 元以下(含)
□10,001-15,000 元 □15,001-20,000 元 □20,001-25,000 元 □25,001-30,000 元
□30,001 元以上。
8.我會自行購買食品或蔬果：□是 □否。
9.為家庭中主要採購食品或蔬果的人：□是 □否。

問卷結束，感謝您的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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