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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堆傳統釀造產業之創意轉型對消費者購買意

願之影響-以屏東縣竹田鄉之醤油產業為例 

摘要 

張秀絹 

中華民國 110年 7月 31日 

    本研究主要是以屏東縣竹田鄉的醤油產業為例，來探討屏東六堆客家

傳統釀造產業之創意轉型對消費者購買意願之影響。主要研究結果顯示: 客庄

醬油產業轉型為轉型為觀光工廠、採取策略聯盟之行銷方式、把產品加入族群

文化、地方文化、對該商品的食安考慮與醬油產業製作之原料對消費者購買意

願皆有顯著之正向影響。本研究計畫成果可以促進地方產業發展，吸引年輕人

返鄉，活化地方; 可以促進地方創生，翻轉客庄地方經濟; 可以使食品產業更重

視食安問題，維護國人健康; 可以發揚客家釀造技術，傳承客家文化，保留並

發展我國文化的多樣性。 

 

第一章導論 

本研究計畫旨在研究六堆傳統釀造產業之創意轉型對消費者購買意願之影

響-以屏東縣竹田鄉之醤油產業為例。所要探討的問題如下: (1) 客庄醬油產業轉

型為觀光工廠對消費者購買意願之影響。 (2) 文創轉型之客庄醬油產業採取策

略聯盟之行銷方式對消費者購買意願之影響。(3) 客庄醬油產業轉型注入族群

文化之文創對消費者購買意願之影響。(4) 客庄醬油產業轉型注入地方文化之

文創對消費者購買意願之影響。(5) 客庄醬油產業轉型成功但卻爆發食安事件

對消費者購買意願之影響。(6) 客庄醬油產業製作之原料對消費者購買意願之

影響。 

 

第二章 研究資料與方法 

文獻研究法、參與觀察法(田調)以及問卷調查法是本計畫的研究方法。本研

究計畫的問卷，根據竹田鄉醬油產業與雲林縣西螺醬油產業的比較與歸納之

後，區分成「商品知名度」、「產品特性」、「行銷方式」、「品牌形象」以及「購

買意願」等五個構面。衡量方式採用李克特五點尺度量表，從「非常同意」、

「同意」、「沒意見」、「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個級距，並依序給予 5 分至

1 分，由填答者依照自身感受填入最合適之級距。問卷的五個構面以及其衡量

問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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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構面 衡量問項 

A.商品知名度 A01. 我聽過西螺醬油。 

A02. 我聽過竹田醬油。 

A03. 我聽過豆油伯。 

A04. 我聽過丸莊醬油。 

A05. 我買醬油會買我聽過的品牌。 

 

研究構面 衡量問項 

B.

產

品

特

性 

商品原料 B01. 我買醬油會在意它的水質的來源。 

B02. 我買醬油會選擇主要原料是黑豆的醬油。 

B03. 我買醬油會選擇主要原料是黃豆的醬油。 

產品工法

與新品研

發 

B04. 我買醬油會選擇純釀的醬油。 

B05. 我買醬油會選擇不含防腐劑的醬油。 

B06. 我會想要買新研發出來的醬油(例如:「柳丁醬油」或

「柚子醬油」) 。 

 

研究構面 衡量問項 

C.

行

銷

方

式 

官方網站 C01. 我買醬油會想要先到它的官方網站搜尋相關資料。 

臉書 C02. 我買醬油會想要先到它的臉書搜尋相關資料。 

觀光工廠 C03. 參觀醬油觀光工廠，透過體驗和感受，會讓我想買他

們的醬油。 

策略聯盟 C04. 有異業或同業結盟的醬油公司，因為可以因此而讓我

享有其他店家的優惠，有物超所值的感覺，所以會讓我想買

他們的醬油。 

 

研究構面 衡量問項 

D.

品

牌

形

象 

品牌訴求 D01. 我買醬油會選擇有文化性(例如:客家)品牌訴求的醬

油。 

D02. 我買醬油會選擇有地方性(例如:西螺)品牌訴求的醬

油。 

品牌口碑

負面新聞 

D03. 我買醬油「不會」選擇曾經有爆發食安事件的醬油(例

如，商品混摻別牌平價醬油生產的生醬汁)。 

 

研究構面 衡量問項 

E.購買意願 E01. 我願意購買設有觀光工廠的醬油公司所生產的醬油。 

E02. 設有觀光工廠的醬油公司所生產的醬油是我買醬油的第

一選擇。 

E03. 我會推薦設有觀光工廠的醬油公司所生產的醬油給親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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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 

E04. 我願意購買有異業(或同業)結盟的醬油公司所生產的醬

油。 

E05. 有異業(或同業)結盟的醬油公司所生產的醬油是我買醬油

的第一選擇。 

E06. 我會推薦有異業(或同業)結盟的醬油公司所生產的醬油給

親朋好友。 

 

第三章 資料分析與討論 

一、 有效問卷敘述性分析 

本研究共回收 228 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為 226 份，無效問卷 2 份，有效

問卷率為 99.1%。問卷的基本結構分為性別、職業、婚姻狀態、年齡、居住地

區以及每月可支配所得等六大項，如下表所示: 

 

表 1: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男 119 52.7 52.7 52.7 

女 105 46.5 46.5 99.1 

其他 2 .9 .9 100.0 

總計 226 100.0 100.0  

 

表 2: 職業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家庭主婦 14 6.2 6.2 6.2 

學生 152 67.3 67.3 73.5 

自由業 7 3.1 3.1 76.5 

軍公教 10 4.4 4.4 81.0 

服務業 20 8.8 8.8 89.8 

其他 23 10.2 10.2 100.0 

總計 226 100.0 100.0  

 

表 3: 婚姻狀態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已婚 63 27.9 27.9 27.9 

未婚 163 72.1 72.1 100.0 

總計 226 100.0 100.0  

 

表 4: 年齡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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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歲以下 40 17.7 17.7 17.7 

20 歲~40 歲 140 61.9 61.9 79.6 

41 歲~60 歲 22 9.7 9.7 89.4 

41 歲以上 24 10.6 10.6 100.0 

總計 226 100.0 100.0  

 

表 5: 居住地區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北部 10 4.4 4.4 4.4 

中部 8 3.5 3.5 8.0 

南部 200 88.5 88.5 96.5 

東部 8 3.5 3.5 100.0 

總計 226 100.0 100.0  

表 6: 每月可支配所得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10,000(含)元以下 116 51.3 51.3 51.3 

10,001~20,000 36 15.9 15.9 67.3 

20,001~30,000 32 14.2 14.2 81.4 

30,001~40,000 20 8.8 8.8 90.3 

40,001~50,000 11 4.9 4.9 95.1 

50,000(含)元以上 11 4.9 4.9 100.0 

總計 226 100.0 100.0  

 

二、相關分析 

經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分析，可得知客庄醬油產業轉型為觀光工廠（以

下簡稱: 觀光工廠）、文創轉型之客庄醬油產業採取策略聯盟之行銷方式（以下

簡稱: 策略聯盟）、客庄醬油產業轉型注入族群文化之文創（以下簡稱: D01 文

化）、客庄醬油產業轉型注入地方文化之文創（以下簡稱: Do2 地方）、客庄醬油

產業轉型成功但卻爆發食安事件（以下簡稱: 食安事件）、醬油產業製作之原料

（以下簡稱: 商品原料）跟購買意願都具有顯著性的正相關，如表 7 所示: 

 

表 7: 相關性 

 

觀光

工廠 

策略

聯盟 

D01(文

化) 

D02(地

方) 

D03(食

安) 

商品原

料 

購買意

願 

購買意

願 

皮爾森 (Pearson) 相

關性 

.950*

* 

.923** .538** .444** .382** .381** 1 

顯著性（雙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N 226 226 226 226 226 226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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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性在 0.01 層級上顯著（雙尾）。 

 

三、 線性迴歸分析 

線性迴歸分析可以得知客庄醬油產業轉型為觀光工廠、文創轉型之客庄醬

油產業採取策略聯盟之行銷方式、客庄醬油產業轉型注入族群文化之文創、客

庄醬油產業轉型注入地方文化之文創、客庄醬油產業轉型成功但卻爆發食安事

件、醬油產業製作之原料，對購買意願都具有顯著性的正向影響，能夠預測購

買意願。 

 

1. 客庄醬油產業轉型為觀光工廠對消費者購買意願之影響。 

以觀光工廠為自變項，購買意願為依變項，經線性迴歸分析，所得到的標

準化係數β是0.950，且具有顯著性（如表8）; R平方為0.903，代表其解釋量為

0.903。此結果顯示客庄醬油產業轉型為觀光工廠對消費者購買意願具有顯著的

正向影響。 

 

表8: 客庄醬油產業轉型為觀光工廠對消費者購買意願影響之線性迴歸分析 

係數 a 

模型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 標準錯誤 β 

1 （常數） .262 .066  3.968 .000 

觀光工廠 .912 .020 .950 45.772 .000 

a. 應變數: 購買意願 

 

模型摘要 

模型 R R 平方 

調整後 R 平

方 標準標準誤 

1 .950a .903 .903 .22017 

a. 解釋變數：（常數），觀光工廠 

  

2. 文創轉型之客庄醬油產業採取策略聯盟之行銷方式對消費者購買意願之影

響。 

以策略聯盟為自變項，購買意願為依變項，經線性迴歸分析，所得到的標

準化係數β是0.923，且具有顯著性（如表9）; R平方為0.851，代表其解釋量為

0.851。此結果顯示文創轉型之客庄醬油產業採取策略聯盟之行銷方式對消費者

購買意願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表9: 文創轉型之客庄醬油產業採取策略聯盟之行銷方式對消費者購買意願影響

之線性迴歸分析 

係數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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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 標準錯誤 β 

1 （常數） .593 .075  7.894 .000 

策略聯盟 .826 .023 .923 35.828 .000 

a. 應變數: 購買意願 

 

模型摘要 

模型 R R 平方 

調整後 R 平

方 標準標準誤 

1 .923a .851 .851 .27306 

a. 解釋變數：（常數），策略聯盟 

 

3. 客庄醬油產業轉型注入族群文化之文創對消費者購買意願之影響。 . 

以D01(文化)為自變項，購買意願為依變項，經線性迴歸分析，所得到的標

準化係數β是0.538，且具有顯著性（如表10）; R平方為0.289，代表其解釋量

為0.289。此結果顯示客庄醬油產業轉型注入族群文化之文創對消費者購買意願

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表10: 客庄醬油產業轉型注入族群文化之文創對消費者購買意願影響之線性迴

歸分析 

係數 a 

模型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 標準錯誤 β 

1 （常數） 1.749 .157  11.110 .000 

D01(文

化) 

.448 .047 .538 9.547 .000 

a. 應變數: 購買意願 

 

模型摘要 

模型 R R 平方 

調整後 R 平

方 標準標準誤 

1 .538a .289 .286 .59725 

a. 解釋變數：（常數），D01（文化） 

 

4. 客庄醬油產業轉型注入地方文化之文創對消費者購買意願之影響。  

以D02（地方）為自變項，購買意願為依變項，經線性迴歸分析，所得到的

標準化係數β是0.444，且具有顯著性（如表11）; R平方為0.197，代表其解釋

量為0.197。此結果顯示客庄醬油產業轉型注入地方文化之文創對消費者購買意

願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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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客庄醬油產業轉型注入地方文化之文創對消費者購買意願影響之線性迴

歸分析 

係數 a 

模型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 標準錯誤 β 

1 （常數） 2.045 .162  12.636 .000 

D02(地

方) 

.353 .048 .444 7.412 .000 

a. 應變數: 購買意願 

 

模型摘要 

模型 R R 平方 

調整後 R 平

方 標準標準誤 

1 .444a .197 .193 .63483 

a. 解釋變數：（常數），D02（地方） 

 

5. 客庄醬油產業轉型成功但卻爆發食安事件對消費者購買意願之影響。 

以D03（食安）為自變項，購買意願為依變項，經線性迴歸分析，所得到的

標準化係數β是0.382，且具有顯著性（如表12）; R平方為0.146，代表其解釋

量為0.146。此結果顯示客庄醬油產業轉型成功但卻爆發食安事件對消費者購買

意願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表12: 客庄醬油產業轉型成功但卻爆發食安事件對消費者購買意願影響之線性

迴歸分析 

係數 a 

模型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 標準錯誤 β 

1 （常數） 2.205 .167  13.191 .000 

D03(食

安) 

.262 .042 .382 6.186 .000 

a. 應變數: 購買意願 

 

模型摘要 

模型 R R 平方 

調整後 R 平

方 標準標準誤 

1 .382a .146 .142 .65470 

a. 解釋變數：（常數），D03（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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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客庄醬油產業製作之原料對消費者購買意願之影響。 

以商品原料為自變項，購買意願為依變項，經線性迴歸分析，所得到的標

準化係數β是0.381，且具有顯著性（如表13）; R平方為0.145，代表其解釋量

為0.145。此結果顯示客庄醬油產業製作之原料對消費者購買意願具有顯著的正

向影響。 

 

表13: 客庄醬油產業製作之原料對消費者購買意願影響之線性迴歸分析 

係數 a 

模型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 標準錯誤 β 

1 （常數） 1.894 .217  8.730 .000 

商品原料 .366 .059 .381 6.162 .000 

a. 應變數: 購買意願 

 

模型摘要 

模型 R R 平方 

調整後 R 平

方 標準標準誤 

1 .381a .145 .141 .65506 

a. 解釋變數：（常數），商品原料 

 

第四章 結論 

由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以及線性迴歸分析證實了，客庄醬油產業轉型為

觀光工廠、文創轉型之客庄醬油產業採取策略聯盟之行銷方式、客庄醬油產業

轉型注入族群文化之文創、客庄醬油產業轉型注入地方文化之文創、客庄醬油

產業轉型成功但卻爆發食安事件、醬油產業製作之原料跟購買意願都具有顯著

性的正相關，以及顯著的正向影響。上述研究結果與建議，如表 14: 

 

表 14: 研究結果與建議 

探討的問題 結果 建議 

1. 客庄醬油產業轉型為觀光工廠

對消費者購買意願之影響。 

顯著的正

向影響 

政府以及有關單位輔導業者轉

型為觀光工廠。 

2. 文創轉型之客庄醬油產業採取

策略聯盟之行銷方式對消費者購

買意願之影響。 

顯著的正

向影響 

政府創立一個平台協助業者同

業或異業結盟。 

3. 客庄醬油產業轉型注入族群文

化之文創對消費者購買意願之影

響。 

顯著的正

向影響 

政府以及有關單位輔導業者開

發具有族群文化之相關文創產

品。 

4. 客庄醬油產業轉型注入地方文

化之文創對消費者購買意願之影

顯著的正

向影響 

政府以及有關單位輔導業者開

發具有地方文化之相關文創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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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品。 

5. 客庄醬油產業轉型成功但卻爆

發食安事件對消費者購買意願之

影響。 

顯著的正

向影響 

1. 政府以及有關單位輔導業

者辦理食安培訓。 

2. 政府不定期加強食安檢

查。 

6. 客庄醬油產業製作之原料對消

費者購買意願之影響。 

顯著的正

向影響 

業者實施市場調查，並根據消

費者對原料產品的需求與偏

好，進行新產品的開發。 

 

本研究計畫成果可以有以下的貢獻: (1)可以促進地方創生，翻轉客庄地方經

濟。(2)可以促進地方產業發展，吸引年輕人返鄉，活化地方。(3)可以發揚客家

釀造技術，傳承客家文化，保留並發展我國文化的多樣性。(4)可以使食品產業

更重視食安問題，維護國人健康。 

 

 

給客家委員會之政策建議 

  本研究結果對於以下研究議題的結果如下: 

探討的議題 結果 

1. 客庄醬油產業轉型為觀光工廠對消費者購買意願

之影響。 

顯著的正向影響 

2. 文創轉型之客庄醬油產業採取策略聯盟之行銷方

式對消費者購買意願之影響。 

顯著的正向影響 

3. 客庄醬油產業轉型注入族群文化之文創對消費者

購買意願之影響。 

顯著的正向影響 

4. 客庄醬油產業轉型注入地方文化之文創對消費者

購買意願之影響。 

顯著的正向影響 

5. 客庄醬油產業轉型成功但卻爆發食安事件對消費

者購買意願之影響。 

顯著的正向影響 

6. 客庄醬油產業製作之原料對消費者購買意願之影

響。 

顯著的正向影響 

 

根據以上的結果對客委會之政策建議如下: 

1. 建議客委會能研擬政策，以輔導業者轉型為觀光工廠。 

2. 建議客委會能創立一個平台，以協助業者同業或異業結盟。 

3. 建議客委會能協助相關業者開發具有族群文化之相關文創產品。 

4. 建議客委會能協助業者開發具有地方文化之相關文創產品。 

5. 建議客委會能輔導業者辦理食安培訓。 

6. 建議客委會能督促政府不定期加強食安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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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議客委會能協助業者實施市場調查，並根據消費者對原料產品的需求與偏

好，進行新產品的開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