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獲客家委員會 101 年度客家研究優良博碩士論文獎助

國立聯合大學
經濟與社會研究所

碩士論文

體驗行銷、體驗價值與行為意向研究：
以苗栗公館地方特色餐廳「紅棗食府」為例
A study of Experience marketing, Experience value and
Behavior intention： Example of the local specialty
restaurant“Chinese Red Date”, in Gongguan, Miaoli

研 究 生：莊郡綉
指導老師：范以欣 博士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謝誌
回首這研究所兩年，點滴在心頭。若說這段時間全是都充滿愛與歡樂而毫無
痛苦與爭扎，是騙人的。但感謝這些考驗，使得我完成論文後的感覺特別甜美。
感謝我的指導教授－以欣老師，秉持著「儒子可教、朽木可雕」的精神，給
予我論文正當方向，避免我走向不歸路。感謝我的大學教授－天鐘老師，即使我
已經從大學畢業，還是大方的讓我去旁聽量化課程，使我能正確使用論文中的量
化研究方法。感謝我的口委教授們－祥勇老師與守誠老師，毫不遲疑的答應擔任
我的口試委員，給予我建議，使我的論文能夠更完善。
感謝願意讓我訪談的受訪者，因為有你們犧牲寶貴的時間，使我的論文能更
順利的完成。感謝經社所二甲的同學，大家在忙錄各自論文之餘，還不忘互相激
勵對方，我們就像是一個大家庭般。感謝我的戰友－怡伶學姐，一起為論文奮鬥，
同進退、相互扶持鼓勵。感謝經社所助理－冠吟姐，若不是你們為我們申請口試
的程序把關，想必現在早已慌了手腳，口試也不會這麼順利。感謝學弟妹們在背
後的支持，把我們當做榜樣看待，使得我更加謹慎，深怕給你們不好的影響。感
謝經社所教授們，若不是這兩年來諸位的敦敦教誨，怎有今日的我？
而最終還是要感謝我的父母，在背後肯定支持我繼續升學，現在也不會順利
地完成碩士論文和學位。有太多的感謝在心中沒有說出口，但我的真心不變，真
的謝謝曾經幫助我的人、成為我內心支柱的人。
我想說的是「謝謝大家！我畢業了！」

莊郡綉

謹誌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8 日
I

摘要
隨著生活水準的進步，人們對於飲食的習慣也逐漸的改變，今日人們的消費
不僅是注重商品本的實用性，而是追求進一步的內心情感、更多的刺激以及深入
的體驗。本研究是以紅棗食府為研究對象，探討體驗行銷之體驗模組能否在紅棗
食府之經營上有正面的效用。研究中將體驗行銷分為：感官體驗、情感體驗、思
考體驗、行動體驗與關聯體驗等構面；體驗價值分為：消費者投資報酬、服務優
越性、美感與享樂性等構面；行為意向分為：忠誠度與支付更多。將三者之相關
性作探討。
本研究透過便利抽樣的方式發放問卷，共計 235 份問卷，有效回收 220 份。
資料分析則以線性結構模式方法為主，檢驗本研究所提出的理論模式，並利用
AMOS 統計軟體為本研究之分析工具，研究結果如下：
一、

體驗行銷對體驗價值呈現顯著正向關係。

二、

體驗價值對行為意向呈現顯著正向關係。

三、

體驗行銷對行為意向呈現顯著正向關係。

四、

人口統計變數對體驗行銷、體驗價值與行為意向有部分顯著差異。

最後，本研究根據以上發現，對實務界及未來相關主題之研究方向，提出一
些建議。

關鍵字：體驗行銷、體驗價值、行為意向、線性結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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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consumer lifestyle and eating habits of stress, people today have not only
focused on the consumer goods their practicality, but pursue further the emotional
touches the more stimulate and in the depths of experience. In this study, Chinese
Jujube restaurant for a study to explore the experience of experiential marketing
module can divide into: Sense Experience, Feel Experience, Think Experience, Act
Experience and Relate Experience with the five dimensions. Experiential Value is
divided into: Consumer Return on Investment, Service Excellence, Aesthetics and
Playfulness of other dimensions. Behavior Intention is divided into: Loyalty, Pay More.
This paper combines Experiential Marketing, Experiential Value, and Behavior
Intention and discusses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concepts.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was applied to select 235 customers form
Chinese Red Date to answer the questionnaire and 220 responses were usabl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ere used to test the proposed hypotheses. AMOS
software was applied as the analyzing tool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Experiential Marketing had positive impact on Experiential Values.
2. Experiential Values had positive impact on Behavior Intention.
3. Experiential Marketing had positive impact on Behavior Intention.
4. Som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emographic variables on Experiential
Marketing, Experiential Value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we recommend some suggestions to both the
practitioners and the academics.
Keywords: Experiential Marketing, Experiential Values, Behavior Intenti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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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每年，交通部觀光局都會針對來訪台灣的外國旅客做「來台旅客消費及動向
調查」，從中了解他們來台灣的原因，最喜歡台灣什麼地方，做為觀光推廣的參
考，近年來的調查中，回答「美味菜餚」的比例居高不下，而國人在台從事旅遊
狀況調查中，「美食活動」的比例也是名列前茅。由此可知，台灣的美食不但在
國內擁有相當的人氣，而且已經在國際中打響名號，魅力足以行銷台灣。
在飲食文明的發展中，一個社會對吃的態度，通常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
是「吃飽」，發展到第二階段的「吃好」，再提升到第三階段的「吃巧」。此時，
飲食不單純是只為了滿足食慾，而是一種體驗和藝術，顧客是以慢食的心情，開
啟五感，欣賞精緻的美食和優雅的環境。
餐廳一方面要提供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同時打開顧客的味覺、嗅覺和視
覺之外，環境的意象塑造、空間設計及燈光等，也必須讓人感動。無論是看得到
的或是看不到的，都是為了營造顧客獨一無二的體驗，而地方特色餐廳因具有其
在地性和獨特性，正可提供最無從複製跟回味無窮的餐飲體驗。
Kotler and Armstrong（1999）認為，未來企業應將焦點關注在顧客體驗價值
上。體驗行銷讓消費者實際經驗，切身感知產品的功能、效用等魅力的品質，無
形中在腦海中產生了價值，再產生消費者消費動機與後來消費行為。
Schmitt（1999）主張，體驗是可以被塑造的。透過感官、情感、思考、行動
與關聯等體驗模組為消費者帶來不同且獨特的體驗。若是消費者在餐廳所提供的
用餐環境、產品、服務和體驗能感到滿足，便能有效地提升其體驗價值，而良好
的體驗價值不但能留下原有的顧客，更能帶來新的顧客。
Hoolbrook（2000）提出越來越多的學者不再單純地視消費者為理性的購買
決策者，相反地，消費者是感性的，渴望在消費過程中愉悅的探險，在消費情境
1

上有情感的反應，想在有趣、悠閒的活動中使用產品。因為行銷的最後目的還是
要誘發顧客的行為，才能進一步凝聚購買力，創造企業的利潤。因此，體驗行銷
與行為意向關係之探討便成為一項值得研究的議題。
此外，眾多學者如 Holbrook and Hirschman（1982）、Holbrook and Corfman
（1984）、Holbrook（1999）認為，消費者行為意向受到感受的價值左右，而價
值存在於體驗之中。
楊涵穎（2007）更以內衣複合店為個案驗證了顧客認知感官、情感、思考、
關聯五構面對體驗價值有顯著影響。
陳庭暄（2010），則以婚宴為對象來驗證體驗透過體驗價值如何影響行為意
向；發現婚宴體驗無法透過滿意度影響行為意向，必需間接透過體驗價值。因此，
體驗行銷與顧客行為意向之間應該存在著體驗價值之中介變數。
綜合以上，本研究想要了解，此體驗模組能否在紅棗食府中發揮其效用，並
探討透過體驗模組為顧客帶來的體驗價值以及購後的行為意向之關聯性。
根據上述，本研究主要探討顧客至紅棗食消費後透過感官、情感、思考、行
動及關聯等方面的體驗形式，獲得的價值感受，及對行為意向之影響。研究目的
歸納如下
一、

探討顧客在客家特色餐廳中體驗行銷與體驗價值之關係。

二、

探討顧客在客家特色餐廳中體驗價值與行為意向之關係。

三、

探討顧客在客家特色餐廳體驗行銷與行為意向之關係。

四、

探討體驗行銷、體驗價值與行為意向三者間之線性關係。

五、

探討人口統計變項對體驗行銷、體驗價值與行為意向有無顯著差異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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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及對象
苗栗公館地區由於地理位置、氣候、土壤等各種條件，非常適合栽種紅棗，
也是台灣唯一種植紅棗的地區，因此，紅棗是公館具有獨特性的產物，也成為地
方美食重要的食材。
中山高苗栗交流道下，往大湖方向，台六線 23.8 公里處有一間公館境內最
大的客家餐館「紅棗食府」，不僅提供風味獨具的客家佳餚，更以紅棗作為主題
餐廳。自古以來，紅棗一向是中國人食養或燉補最重要的食材之一，加上紅棗本
身帶有討喜之意，餐廳業者將其鄉鎮所盛產的紅棗為特色，不僅融入了客家料
理，也考慮到現代人的健康養生概念，推出輕食料理養生風味餐。
「紅棗食府」佔地 600 多坪目前規劃了種植區與餐廳，餐廳本身可同時容納
約六百個座位，外觀有水池及高挑的大門，有如進入宮殿般的神秘與高貴，餐廳
內以復古式的空間設計、懷舊古董，老照片伴隨著客家風的音樂，備有空間個別
包廂，是特別針對人數少，但需求隱密的用餐空間的賓客所特別規劃的體貼設計。
紅棗食府的總經理楊振華表示，食府空間規劃設計概念，是以客家人結合唐
宋時期的風格，以一些早期及當地的元素，例如紅磚、黃檜客家元素等等，呈現
出特有的意境。在未來的規畫中，紅棗食府董事長羅俊森表示，會利用餐廳後方
的空地建立一座紅棗及福菜的文物館，把紅棗的整個生長過程和文化，以預約導
覽或自行參觀的方式，使得來觀光的顧客，可以在享受紅棗特色餐之前，了解紅
棗的歷史文化意涵，消費不再只是「吃食物」，而是透過「享用料理」的過程深
度體驗飲食文化。
紅棗食府大多以當地的食材入菜，同時聘請五大名廚研發多種創意料理，包
括招牌紅棗餐、養生料理、創意客家料理等等，以輕食、養生為訴求，讓遊客品
嚐不一樣的道地美食。除此之外，結合藝文、當地的節慶活動、畫展、表演等等，
並被苗栗縣政府評選為特色餐廳的代表之一，每逢七月和八月的紅棗季更是來訪
觀光客必吃餐廳之一，因此本研究選擇紅棗食府為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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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文之研究流程如圖 1－1 所示，經由文獻調查以及資料蒐集，進一步確認
此研究議題的價值以及驗證研究動機的正當性，接著建立研究目的，進行相關理
論與文獻的搜集、整理，以建立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並參考目關文獻整理出各
變數之定義及衡量構面，設計問卷題項進行問卷調查，針對研究問卷進行前測，
藉由前測結果，修正後，篩選出合適的題目以研擬出正式問卷，透過抽樣調查選
取樣本並發放正式問卷，回收後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歸納研究結果，最後則提
出結論與建議。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探討

研究架構與假設

問卷設計

前測問卷發放與
問卷修改

正式問卷發放

問卷回收及分析

結論與建議

圖 1- 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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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研究之概念性研究架構圖如下，分成（一）體驗行銷、
（二）體驗價值、
（三）
行為意向三個構面。以此概念性架構，將各構面之意義與要素等文獻一併加以整
理於本章內。概念性研究架構圖如下圖 2－1 所示：

圖 2- 1 概念性研究架構圖

第一節
一、

體驗行銷（Experience Marketing）
何謂體驗
Abbott（1955）提出體驗的概念，認為產品是提供消費體驗的服務表現，

人們想要的並非產品本身，而是一個令人滿意的體驗。而體驗是藉由活動的
參與來獲得，故當人們購買產品是因為該產品能夠提供他們內心所想要的感
覺。
Kelly（1987）認為，體驗不是單純的感覺而已，而是個體經歷一段時間
或活動後所產生的感知，是對一種行為的解釋性意識，是一種與當時之時空
相聯繫的精神過程。
Schmitt（1999）認為，體驗是發生對於某些刺激回應的個別事件，體驗
包含整個生活本質。通常是由事件的直接觀察或參與造成的，不論事件是真
實、夢幻或虛擬的。也就是說，體驗不是自發性的，而是經由外在的刺激所
引發的。
Pine and Gilmore（1998）則將顧客體驗當成是一種經濟商品，其所謂的
體驗是創造難忘的經驗，即企業以服務為舞台，以商品為道具，環繞著消費
者，創造出值得顧客回憶的活動。這其中商品是有形的、服務是無形的，而
5

所創造出的體驗是令人難忘的，與過去不同的是商品、服務對顧客來說都是
外在的，但體驗是內在的，存在於顧客心中，是個人在形體、情緒、知識上
參與的所得。沒有人的體驗會完全一樣，因為體驗是來自個人心境與事件的
互動。而體驗不僅是關於娛樂，只要是能夠讓顧客有所感受、留下印象，就
是提供體驗。
Pine and Gilmore（1998）再提出，體驗特性，可分為兩個構面和四種類
型，兩個構面包括：（一）顧客參與－主動參與（active participation）與被
被動參與（passive participation）
；
（二）環境因素－吸引（absorption）與沈
迷（immersion）
，描述顧客和事件的連接關係。另外，根據「顧客參與」為
橫軸，以「體驗與環境間的關係」為緃軸，建構出四種體驗類型，分別為：
（一）娛樂性（entertainment）；（二）教育性（educational）；（三）逃避現
實（escapist）；（四）美學（esthetic）。如圖 2－2 所示：

吸引

被動參與

主動參與

沈迷
圖 2- 2 體驗的構面與四種類型
資料來源：Pine and Gilmore（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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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育體驗：是一種較主動參與，處於吸引狀態，具有教育義意且需要顧
客積極參與，可以提供資訊或活動幫助顧客全心投入對知識和技能的探
索。例：參與溜冰課程。

（二）

娛樂體驗：透過感覺被動吸引，當顧客感到愉悅，他們並沒有做什麼，
只是對體驗有所反應(例如盡情歡笑、玩樂等)。透過娛樂的方式，使體驗
更有趣和令人欣賞，讓顧客「留下來」。例：觀賞溜冰表演。

（三）

逃避現實體驗：主動參與又沈迷其中，可以使顧客進一步地被吸引，沉
迷到他們的活動之中，假如顧客成為體驗的積極參與者，就應該關心如何
鼓勵顧客「去做」。例：去賭場試一手。

（四）

美學體驗：只沈迷其中但並未主動參與，就是使客人想進來，坐下和流
連忘返的內心感覺，要創造一種使客人感到「自由自在」的氛圍，使環境
更誘人、更有趣更舒適。例：參觀展覽。
簡單來說，顧客參與教育體驗是想學習，參與逃避現實體驗是想去做，

參與娛樂體驗是想感覺，而參與美學體驗的人是要到現場去。讓人感受到最
豐富的體驗是同時涵蓋上述四個部分，此時稱作「甜蜜地點」
（Sweet Spot）。
僅管許多的體驗主要集中於某領域，但其實大多數都越過了界線，因此，要
成為設計內容豐富的、具有說服力的迷人體驗，不能只選擇堅守一個領域，
任何一項活動設計應該包含多種體驗，並與生活結合，創造出更多奇特的體
驗。
二、

體驗經濟之概念
體驗經濟時代下，體驗被當成是服務的一部分，是無形性的經濟商品，

如同貨物一樣的商品。因此，企業需要向尋求體驗的消費者收取費用，把體
驗當做實體商品一樣販售，才算是真正進入體驗經濟。
消費環境的變化，從 Pine and Gilmore（1998）所提出的「體驗經濟」
（Experience Economy）的觀念來看，近代經濟可分為四個階段：農業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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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農業經濟、商品為主的工業經濟、重視服務品質的服務經濟，及強調使用
者的體驗經濟，如表 2－1 所示。
表 2- 1 經濟模式與經濟產物的演進
經濟產物

初級產品

商品

服務

經驗

Commodities

Goods

Services

Experience

經濟模式

農業

工業

服務

體驗

經濟功能

採掘提煉

製造

提供

展示

產物的性質

可替換的

有形的

無形的

難忘的

主要的特徴

自然的

標準化的

客製化的

個性化的

供給方式

大批儲存的

生產後庫存

按需求配送

在一段時間內
展示

賣方

交易商

製造商

提供者

展示者

買方

市場

使用者

客戶

客人

需求要素

特點

特色

利益

獨特的感受

資料來源：Pine and Gilmore（1998）
該四個階段經濟型態的特色分別是：
（一）

農業經濟模式：農業耕作生產品提供消費者，附加價值性。

（二）

工業經濟模式：以經過加工的產品提供消費者，產品漸有差別性。

（三）

服務經濟模式：最終產品加上銷售服務，服務差別大，附加價值高。

（四）

體驗經濟模式：整體氣氛講求舒適高雅的環境，體驗的差別感覺最
大，讓消費者感受貼心的產品與服務，附加價值最高。

企業藉由提供消費者好的消費體驗，可造成產品與服務的差異化，以和
競爭者產生明顯的區隔；此外若將體驗視為一商品，其經濟價值應高於其他
產品、商品與服務，並且更能在消費者心中留下深刻長久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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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何創造顧客體驗
Pine and Gilmore（1998）認為體驗就像產品服務一樣必須經過一連串的

設計過程，如同編寫舞台劇本一般才能呈現出來，根據體驗經濟的本質歸納
出設計體驗的五項要素：
（一）

為體驗設定主題：
好的主題有五大標準－1、具有魅力的主題必須能改變人們對現
實的感受；2、透過影響人們對空間、時間和事物的體驗；3、富
有魅力的主題將空間、時間和事物整合為相互協調的現實整體；
4、多景點布局可以深化主題；5、主題必須與提出體驗的企業性
質相協調。

（二）

以正面線索使印象達到和諧：
所謂印象就是體驗的結果，一系列印象組合起來可以影響個人的
行為並實現主題，要達到這一目標，空間、事物和時間三者的聯
繫是必要的。

（三）

淘汰負面因素：
體驗提供者要刪除任何可能削弱、牴觸、分散中心主題的環節，
太多隨意的服務會破壞了體驗。

（四）

提供紀念品：
出售或贈紀念品是幫助人們紀念某次體驗的一種方法，把遊玩中
使用的物品做成個性化的紀念品也是一種方法。

（五）

重視給顧客的感官刺激：
隨著體驗而來的感官刺激應該支援和加強它的主題，該項體驗愈
能有效地刺激感官，就愈不容易讓人忘記。

伯飛特（2005）則是認為「育樂健美」是最能創造難忘體驗。「育」是
教育，告訴別人所不知道的事叫做教育，是一種探索、是一種冒險、更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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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創意，供大腦「思考的體驗」，當你對某個創意十分激賞，這是難忘的體
驗。
「樂」是娛樂，包括遊戲、賭博以及歡樂，它提供人們「情感的體驗」，
當你沉浸在娛樂世界裡，這是難忘的體驗。「健」是健康、保健、紓壓、有
活力，坊間充滿 spa 舒壓養生館，就是最好的寫照，它提供人們「身體的體
驗」
（感官的體驗）
，當一個人釋放出壓力或是充滿活力的時後，這是難忘的
體驗。「美」是美麗、美色、美感，它提供大腦心靈的體驗，當你看到美麗
的風景、美好的設計感事物、漂亮的美女或俊男，是否會心曠神怡？這是難
忘的體驗。
四、

體驗行銷定義與特性
Schmitt（1999）歸納出各種關於消費者體驗的產品與行銷活動所運用的

方法、傳遞訊息之媒介，建立體驗行銷的架構並創造出體驗行銷一詞，其定
義體驗行銷為「基於個別顧客經由觀察或參與事件後，感受到某些刺激進而
誘發出動機並產生思維認同或消費行為，增加產品價值。」其主要理論為，
產品或服務可以為顧客創造出完全的體驗，藉由提供感官的、具感染力的、
創意關聯的經驗，作為一種生活型態行銷及社會性認同的活動。
曾光華、陳貞吟（2002）將多位學者（Phillips et al. , 1995; Pine & Gilmore,
1998; Schmit, 1999; Wolf, 1999; Jensen, 1999）的主張及看法加以歸納，並整
理出體驗行銷四大特性，如下表 2－2 所示：
表 2- 2 體驗行銷四大特性
體驗行銷四大特性

說明

產品特性

著重在娛樂、藝術、休閒及文化方面的消費情境訴求，具
有特定主題的故事情節，追求無形的象徵意義及效益，強
調不可言喻的感官刺激。

消費者特性

著重在感覺的追求（Sensation Seeking）
、情感的紓解、富
創意的挑戰，強調潛在而需要被激發的右腦反應。對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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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言，時間是一種資源，工作是享樂為先，重過程而不
重結果。
消費者的決策過程

消費的決策過程與傳統的決策過程有顯著的差距，整個體
驗行銷的決策模式是由產生消費願景，探勘式地搜尋資
訊、感性的評估，而後產生的一種行動，最後留下有趣且
難忘的記憶，且在記憶中經歷的是一場不求目的的享樂。

行銷的運作形式

體驗行銷包含了各種體驗的形式，這些體驗形式都是心理
觸動感官與心靈的個體思考與行為息息相關。這些體驗形
式同時也因消費參與、沈迷的程度而有所不同。在運作之
時，行銷人員必須能巧妙結合多種不同的體驗形式，才能
使體驗行銷發揮最大的整體效果。
資料來源：曾光華、陳貞吟（2002）

五、

傳統行銷與體驗行銷的差異
Schmitt（1999）認為體驗的概念其實者早就有了，可視為從傳統行銷的

概念延伸過來，不同處在於「傳統行銷的發展是對於工業時代的回應，而不
是對我們今天所面對的資訊氾濫、強調建立品牌、與顧客做雙向溝通及全球
性整合溝通的複雜環境的回應。」傳統行銷與體驗行銷的比較如下表 2－3。
表 2- 3 傳統行銷與體驗行銷的比較
比較項目

傳統行銷

體驗行銷

行銷重點

專注於產品的屬性與效益

重視顧客的體驗

產品分類方式

以產品屬性及效益來分類產品

以消費情境來分類產品

對顧客的假設

顧客是理性決策者

顧客理性與感性並重

行銷研究方法

量化的、口語的

方法與工具是多元且歧異的

資料來源：Schmitt（1999）；曾光華（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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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銷重點：
傳統上的行銷活動專注於表現與宣傳產品的屬性與效益，也就是產

品的特性及其發揮的功用。例如，餐廳的服務的屬性包含店內陳設、地
點方便抵達與否、菜色等，效益則是提供食物、準時上菜、用餐舒適等。
體驗行銷的重點是顧客的體驗，也就是重視顧客在整個購買與消費
歷程中或是消費之後的感覺、情緒、思考、行動與關聯等反應。例如，
餐廳服務可能著重提升顧客飲食從吃飽到吃好、使顧客除了滿足口腹之
外，內心也有滿滿的感受等。
（二）

產品分類：
傳統上的行銷活動的產品分類方式及其衍生出來的競爭者界定，通

常是以產品屬性及其效益為出發點。例如，餐廳被歸類在服務業，而競
爭對手則是能提供類似屬性的同業、便利商店等。
體驗行銷是以消費情境來分類產品。例如，在餐廳內的顧客，映入
眼裡的是餐廳的擺設、氛圍、服務人員的語氣、表情和動作等，形成一
種特有情境，餐廳如同劇場一般，上演一場美好的戲碼。
產品分類方式不同，競爭者界定或策略上的意義就有所不同。例
如，把顧客在餐廳的消費過程中，視為一種「讓人享受服務的尊貴感」
的場所，SPA、按摩服務等就會變成競爭對手。
（三）

對顧客的假設：
傳統行銷將顧客視為理性決策者，購買決策過程相當機械化。也就

是，顧客在察覺購買需求後，會多方搜集資訊，然後評估各個購買方案
的特性與重要性，並根據評估結果來購買。
體驗行銷卻認為顧客兼具理性與感性。顧客雖然經常進行理性選
擇，但在購買過程中也常常受到感性的影響，或是追求感性的體驗。例
如，服務人員親切的態度，餐廳適當的燈光、舒適的音樂等，往往比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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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消費金額便宜與否或是不是提早一分鐘上菜還重要了。
（四）

行銷研究方法
傳統行銷研究方法比較偏重量化或口語化研究。前者是指所搜集的

資料或研究成果必須以數據呈現；後者是以個人深度訪談、焦點體等方
式進行，透過消費者的口頭回答來搜集資料。
體驗行銷則是強調更多元的資料搜集方法。除了接受上述的量化與
口語化研究，也不排除質性的、非口語化的方法，例如觀察一群顧客在
商店內的表情、肢體、人際互動等。
六、

體驗行銷策略體驗模組（Strategic Experiential Modules, SEMs）
Schmitt（1999）提出顧客體驗的五大構面，形成一個體驗模組。以下分

別說明這些構面的意義，並解釋顧客體驗的決定因素如何影響這些構面。
（一）

感官體驗（sense）：

是由視覺、聽覺、觸覺、味覺與嗅覺五個感官創造知覺系統所塑造
而成；有了感覺，才能帶來情緒、思考等其他體驗構面，因此它在顧
客體驗的形成中扮演火車頭的角色。顧客透過知覺系統接觸到服務實
體環境與服務人員等，從而感覺到企業的風格，並形成對該企業的整
體印象，若要成功塑造正面的顧客印象，行銷人員必須注意主要元
素、風格與主題，成功關鍵即在於確保三者間認知的一致性，並創造
知覺的多樣性。
（二）

情感體驗（feel）：

目標在於顧客內在情緒與情感。藉以提供某種體驗使顧客對公司品
牌產生情感的策略方法，其範圍可從溫和的心情到強烈情緒，由圖 2－
3 可以看出不同的情感表達。由於消費期間發生的感情最為強烈，因此
消費情境是相當重要的；然而對於新顧客而言，廣告也可作為對消費的
詮釋架構，以消費前的情感溝通來影響情感體驗的形式。關鍵在於使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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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內在情感與正向情緒，使顧客對組織、產品與品牌中的正面心情歡
樂與驕傲的情緒連結在一起。
但比較特別的情況是，對於某些服務業或在特定的服務情境下，刻
意營造負面情緒反而可以誘發正面情緒。例如，電影、鬼屋、藝文展覽
可能讓觀眾悲傷、害怕或憤慨等，卻因此帶來滿足感；某些課程講師會
故意激發學員的焦慮或羞愧等，然後從中帶動樂觀與歡愉等正面情緒。
如圖 2－3 所示：
內向的

正面的

窩 心

挫 折

體 貼
關 懷

激 怒
生 氣

喜 悅

困 窘

興 奮
熱 忱

羞 愧
羞 辱

負面的

外向的
圖 2- 3 消費者情境知覺圖
資料來源：Schmitt（1999）
（三）

思考體驗（think）：
服務情境中的外在刺激與內在心理因素往往促使顧客進行創
意性思考，以創意的方式使顧客創造認知與解決問題的體驗，即
對特定服務或相關的人事物形成一套想法或價值判斷。企業當然
希望能獲得顧客的正面評價，尤其是希望在一些重要的服務屬性
上能夠被認為是超越競爭者的，甚至是獨一無二的，思考體驗的
成功關鍵在於結合驚奇與誘發刺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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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行動體驗（act）：
顧客受到服務情境的影響，可能出現特定的行為模式，甚至在
接受服務之後，會選擇某種生活型態或與某些人互動等，是一種
長期的行為模式與生活型態相關的體驗。這些行動或多或少表
現，甚至強化顧客的感覺、情緒與思考。

（五）

關聯體驗（relate）：
指與理想中的自我、某個角色、群體或文化價值等產生聯繫。
關聯可能以感覺、情緒、思考或行動的形式出現，然而，和這些
體驗構面不同的是，關聯涉及更廣泛的社會文化環境或現象，而
且對於顧客也具備更深刻的意義。例如，顧客藉由到五星級的餐
廳消費，將其本身定位成一種具高格調、高水準的次文化群體，
以尋求一種群體的歸屬感。

上述五種策略體驗模組的形成，及代表整體的體驗模組形式，如下圖 2－4

圖 2- 4 策略體驗模組
資料來源：Schmitt（1999）
七、

體驗媒介（Experience Providers, ExPros）
在傳統行銷觀念中，品牌是一套代表企業的識別符號，消費者透過品牌

對企業及產品產生認同。但 Schmitt（1999）認為，體驗媒介為體驗行銷的
執行管道，感官體驗、情感體驗、思考體驗、行動體驗與關聯體驗這五種體
驗形式，必須經由體驗媒介而發生，如下表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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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4 體驗媒介種類與呈現形式
體驗媒介種類
溝通

形式

範例

廣告、公司外部與內部溝通（雜誌 情人節金飾與鑽石
型目錄、年報、小冊子、新聞稿）、 廣告
以及品牌化的公共關係活動案。

視覺口語的識別
產品呈現
共同建立品牌

名稱、商標與標誌系統。

著名商標，如麥當勞

產品設計、包裝、品牌吉祥物。

國內的大同寶寶

事件行銷與贊助、同盟與合作、授 可口可樂贊助奧
權使用、電影中產品露臉以及活動 運、偶像劇中使用
HTC 手機

案等。
空間環境

建築物、辦公室、工廠空、零售與 星巴克咖啡環境、主
公共空間以及商展攤位。

網站與電子媒體

題商店

網站、聊天室、電子郵件、行動電 亞馬遜網路書店
話、藍芽家電與電子佈告欄等。

人

銷售人員、公司代表、客服人員、 喬丹代言 NIKE 球鞋
各部門職員、高階經理人，產品代
言人以及任何可與公司或品牌連結
的人。

資料來源：Schmitt（1999）Experiential Marketing（王育英、梁曉鶯譯，2001）
Schmitt（1999）認為，除透過體驗媒介來傳達與表現體驗模組的內涵外，
體驗媒介的管理，則需掌握三方向，分別是：
（一）協調整合性、
（二）持續
的一致性、（三）盡可能運用且詳盡地發揮體驗媒介，創造體驗媒介的最大
可能性。
王世澤、鄭明松（2003）根據 Sheth et al（1991）價值考量的消費模式
及 Schmitt（1999）提出的體驗行銷觀點，發展出體驗行銷與消費價值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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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的模型，他認為體驗媒介的操弄與最終費決策兩者之間應該存在著各種
消費價值。也就是說，在體驗經濟的時代，產品或服務的推廣應由經由體驗
的提供，然後讓消費者產生各種消費價值的認同，之後才會有最終的消費行
為。其之間的因果關係如下圖 2－5 所示：
Schmitt 的體驗行銷

Sheth 的消費者選擇模式

圖 2- 5 體驗媒介的操弄、體驗、消費價值與消費者行為之因果關係
資料來源：王世澤、鄭明松（2003）
八、

體驗矩陣（Experiential Grid）
Schmitt 以策略體驗模組與體驗媒介，建構出體驗矩陣（Experiential

Grid），用來作為體驗行銷的主要策略規劃工具，以便行銷人員視企業所要
給予消費者的體驗訴求彈性運用、修正與正確執行計畫。而體驗矩陣的目
標，便是讓關於品牌策略的體驗議題，更為寬廣。如圖 2－6 所示：

溝通

識別

產品

共同建

環境

網站

人

立品牌
充實相對於簡化

感官
情感
思考
行動

擴
張
相
對
於
濃
縮

銜接

增強相對於擴散

分離

關聯
圖 2- 6 體驗矩陣

資料來源：Schmitt（1999）Experiential Marketing（王育英、梁曉鶯譯，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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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增強相對於擴散－強度：
是關於到體驗矩陣裡的個別空格，針對特定體驗媒介所能提供的特殊體
驗，我們是應該去濃縮提升這種體驗，還是去擴張這種體驗。

（二）

充實相對於簡化－廣度：
是關於體驗媒介的全面管理，來了解策略中體驗媒介運用多寡。是要去
增加更多的體驗媒介，藉以提供相同體驗，因而達到充實及補強某種特定
體驗的效果或是將一切都集中於某種體驗媒介，藉以簡化該項體驗。

（三）

擴張相對於濃縮－深度：
是關於策略體驗模組的全面管理，即整個行銷體制應該擴充體驗策略模
組，是否為個人體驗提升至整體體驗，或僅僅集中於某項體驗上。

（四）

銜接或分離－連結：
牽涉到策略模組與體驗媒介之間的相互關聯，說明兩者之間是否相互連
結，或視需要性而將體驗矩陣中的各項體驗分離。

九、

體驗行銷相關研究
自從「體驗行銷」一詞出現後，引發了許多學者開始去深入探討體驗行

銷，本研究大略將這些學者提出的體驗行銷的定義做整理，如表 2－5 所示：
表 2- 5 體驗行銷研究定義或觀點
學者

研究定義或觀點

Norris(1941)

產品是提供消費體驗之服務表現，而人們真正想要的並非
產品本身，而是一個令人滿意的感覺。

Bitner et al.(1997)

相似的服務體驗是指顧客在經歷服務接觸後會產生體驗，
此乃服務組織、相關系統、程序及服務人員與顧客互動的
結果。

Poine and

必須有主題及感觀刺激，且能夠在消費者心中保留愉快的

Gilmore(1998)

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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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mitt(1998)

認為個別顧客經由觀察或參與事件後，感受而某些刺激進
而誘發出動機並產生思維認同或購買行為。

Holborook(2002)

追求一種提供消費想像、情感與樂趣的行銷方式，人們真
想要的並非產品本身而是令人滿意的經驗。

蘇宗雄(2000)

透過感官行銷訴求創造一種獨特的感情知覺體驗。經由
視、聽、觸、味、嗅覺之刺激，引發顧客動機、騷動慾求，
促使消費者產生購買，達到行銷目的。體驗行銷不是忽視
理性的品質與機能訴求，它是站在品質基礎上加強感性及
官能訴求。

Mcluhan(2001)

認為體驗行銷的概念延伸許多不同面向，是綜合情緒、觸
覺、味覺、嗅覺等許多記憶的一種行銷方式。

高明智(2001)

指出站在消費者感官、情感、思考、聯想、行動五個面向，
重新定義，設計作為體驗行銷的一種思考方式。

張慶珍(2002)

一種對傳統理性行銷的反動，揚棄傳統行銷以理性分析產
品功能及效益為訴求的行銷手法。

林陽助(2003)

歸納不同體驗形式所創造的經濟意義為 1.提高附加價值，
賦予產品多目標意義。2.提升知名度，創造難忘的經驗並
加強記憶。3.創造需求及商機，製造多次消費經驗並開發
產。4.擴大客源，針對不同客群創造不同體驗環境。

王映瑀(2005)

體驗行銷基本訴求就是要創造令人難忘的消費體驗。

王心宜(2007)

消費者追求能創造美好回憶之商品，並從理性的決策行為
轉向理性與情感並重的消費者行為，而吸引消費者的除了
產品或服務，更尋求一種難忘的消費體驗。

施宥如(2008)

在於創造與滿足消費者更深一層的消費渴望，甚至創造一
種流行神話來左右消費者的消費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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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淑真(2009)

認為體驗行銷是透過體驗媒介引發消費者體驗衝動欲求，
進而產生滿意難忘的體驗行銷，進而提升忠誠度的方式。

資料來源：黃靜宜（2009）、黃鳳英（2011）、本研究整理
綜觀上述對體驗行銷理論的探討，本研究依據相關定義將體驗行銷定義為
「透過感官、情感、思考、行動關聯體檢，為個別顧客創造難忘的體驗經驗，對
餐廳提供的感官知覺、服務品質以及外在空間環境氣氛營造感到認同。」並採用
Schmitt（1999）提出顧客體驗的五大構面而形成的體驗模組作為體驗行銷的衡量
構面，檢視紅棗食府使用的體驗模組對於本身體驗行銷成效影響為何。

第二節

體驗價值（Experiential Value）

隨著體驗經濟時代的來臨帶出了體驗價值這個一詞，其源自於顧客價值概
念，以體驗價值取代顧客價值，本研究先回顧客價值之相關文獻，從顧客價值理
論之整理，去探討以顧客價值為基礎所延伸出的體驗價值觀念與衡量構面。
一、

何謂價值
古典經濟學認為價值含有相當主觀的成份，亦即消費者的主觀需求是價

值的決定因素。Zeithaml（1988）觀察市井用語後發現，社會大眾用下面四
種不同觀點來解讀價值：
（一）

價值就是低價（value is low price）：
要求省錢，產品只要發揮最基本功能即可。

（二）

價值是從產品中獲得（whatever I want in a product）：
顯然比較重視產品帶來的利益，價格則是次要。

（三）

價值是代表以價格換來的品質（quality I get for the price I pay）
：
強調以錢財取得產品品質，頗有一分錢一分貨的味道。

（四）

價值是以代價換來的收穫（what I get for what I give）：
即是評估整體的付出與收穫後形成的觀點。

Sheth（1991）認為，人們大部份都透過不同的社會互動、交換、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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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或活動以達成個人價值。
Holbrook（1994）認為價值是互動的、相對性的與偏好的經驗：
（一）

價值是互動的，是一種消費者與產品與服務之間的互動。

（二）

價值是一種具備價值判斷的偏好。

（三）

價值是相對性的而且具個人特色。

（四）

價值是伴隨著經驗的，與消費經驗所衍生有直接關聯。

Kim & Mauborgne（1997）提出了一種可以具體分析價值所在方法的分
析工具，他們對所謂的價值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價值不是產品上
「附加」的服務或回饋，也不是我什麼都要比對手好，而是經由不同因素的
組合與重點因素的突出，創造出另一種實際上完全不一樣的產品，價值不再
是「高價格」的另一種說法，而是一種資源分配的思考工具，與一種可以被
重組，創造另一種產品或企業型態的模型。
江素真（2004）更指出，價值是涵蓋主觀與客觀因素，且對事物判斷由
事物本身的客觀價值、判斷者所處情境與判斷主觀經驗三者結合，形成價值。
由此得知，價值是人的一種信念與想法，是經過主觀的觀察思考及客觀
比較判斷而產生的。因為企業達到顧客心中的價值，甚至超越，將會是一項
重要的課題。
二、

顧客價值定義
Levitt（1960）是在行銷中最早提到「價值」一詞的人，他也提出了「顧

客導向」的觀點，並認為只有當產品取悅了顧客，產品才有存在的價值。
Holbrook and Hirschman（1982）則定義顧客價值是一種經驗，不存在所
購買的商品上，也不存在所選擇的品牌上，更不存在產品的擁有上，完全來
自顧客的消費體驗上。
Mathwick（2001）認為顧客價值是對產品屬性與服務知覺上的特別喜愛
之處，而這喜愛之處就會影響顧客消費抉擇，若是正面的價值，亦會提升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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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正面購買或使用意願，是非常急需重視的一環。
王世澤（2002）認為結合體驗與消費者的消費價值，能補充體驗行銷理
論的不足並解釋體驗之後的消費過程，能讓企業經營者更了解體驗媒介操弄
與消費最終結果。
Woodall（2003）認為顧客價值具多重意義，主要可分為感知價值與感
受到價值，以企業角度來看顧客價值，即顧客一生對企業的價值。
由此可知，顧客價值是一種長期性經驗影響累積而成，會內化成顧客心
中的理念和觀念，進而影響顧客的消費行為。
三、

體驗價值定義
Holbrook and Hirschman(（1982）提出了以產品內在感覺愉悅性質的符

號、享樂、美感以及顧客重視感覺和情緒的「體驗觀點」，並且去比較理性
觀點和經驗觀點的不同，他更詳細說明過去所忽略的「消費現象」
，包含「休
閒活動」
、
「感官愉悅」
、
「象徵意義」
、
「創造力」以及「情緒上的反應」等。
Babin et al.（1994）認為購物價值（shopping value）包括功利主義又稱
實用價值（utilitarian value）
，是指評價產品或服務的功能性利益；快樂主義
又稱體驗價值（experiential value），指消費過程中得到的體驗利益。
Mathwick et al.（2001）定義體驗價值是消費者消費後，對產品或服務
方面之感官、美感和美感感受程度的衡量；而體驗價值的提升可由企業提供
的產品或服務，與消費者互動、幫助或阻礙消費者目標的達成。
鄭明松、王世澤（2004）認為消費者在體驗之後的消費價值創造，即是
體驗價值，並以日本 7－eleven 與台灣誠品書店說明，兩者主要將行銷焦點
放在消費者體驗上，以生活與情境訴求，創造一個良好的體驗環境，讓消費
者感受有價值的體驗，藉此突顯自己的品牌，強化消費者對其品牌的認同，
進而改變其消費行為。
黃映瑀（2005）認為體驗價值為消費者對產品或服務的認知與偏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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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理性與感性的交互評估後，所產生的知覺報酬。
黃靜宜（2009）認為過去研究中的顧客價值觀點，大多數採用「理性觀
點」的角度來定義以及探討顧客價值，然而「理性觀點」與「經驗觀點」之
間並不是完全對立，經驗觀點只是在彌補理性觀點上的不足，以及解釋理性
觀點不能解釋的問題。
「體驗價值」為顧客價值中的「經驗觀點」
，強調消費
經驗為顧客評價的依據，是主觀的意識型態。
四、

體驗價值種類
Sheth et al.（1991）提出消費者選擇模型（Consumer Value and Marketing

Choice ）進行研究，並找出消費都選擇模型與消費者最終行為之間的關係，
提出五項消費價值模式，分別為：功能價值、社會性價值、情感性價值、嘗
新性價值與條件性價值，並認為消費者決策行為會受到這五種價值的單獨或
全部加在一起所影響，也就是說消費者不會只考慮產品功能而已。
而王世澤、鄭明松（2003）將 Sheth et al.（1991）的消費者消費價值理
念與體驗做整合與修改，提出體驗價值理論如下表 2－6 內容所示，認為體
驗媒介與消費都決策存在許多消費價值，在現今體驗經時代，產品、品牌與
服務，皆由體驗為出發點，消費者在經由這些體驗感受，來決定最後的消費
行為。
表 2- 6 體驗價值種類
價值種類
功能性價值

內容
滿足消費者使用該產品功能上的目的。

Functional Value
社會性價值

使消費者與其他社會群體聯結，因而提高其效用。

Social Value
情感性價值

具有觸發消費者某些情感或改變其情緒狀態的能力。

Emotional Value
嘗新性價值

能引發消費者的好奇心，滿足消費者的新奇感及獲取知

Epistemic Value
識的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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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性價值

在某些情況之下，能暫時提供較大功能性價值；條件性

Conditional Value
價值又可視為一種整體性的價值，包含了所有價值特性。
資料來源：王世澤、鄭明松（2003）

圖 2- 7 五種價值消費選擇權
資料來源：Sheth （1991）
Holbrook（1994）在傳統體驗價值的內在和外在利益的分類，加上「活動
（Activity）」維度，其包括「被動」及「主動」價值；被動價值來自消費者對消
費目標的理解、評價或回應主動價值源自消費者與行銷實體間合作的增加。
Mathwick et al.（2001）根據上述 Holbrook 的觀點，發展出體驗價值的衡量
尺度（Experiential Value Scale, EVS）來衡量消費者的體驗價值，如下表 2－7
表 2- 7 體驗價值衡量模式
主動價值

被動價值

外在價值

消費者投資報酬

美感

內在價值

享樂性

服務優越性

資料來源：Mathwick et al.（2001）、黃靜宜（2009）
EVS 超越傳統只注重視價格與品質結合的價值，更能察覺以經驗為基礎的價
值構成要素，體驗價值的衡量研究學者大部份都是參考此衡量模式。四個類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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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如下：
（一）

消費者投資報酬（Consumer Return on Investment, CROI）
消費者投資報酬包括財務性、時間性、行為投入及可能產生潛在利益的
心裡資源，消費者體驗的報酬不只包括經濟效用，還涵蓋效率交易獲得的。

（二）

服務優越性（Service Excellence）
服務的優越性是一個自我導向反應，來自於消費者對於市場服務、行銷
能力的讚許。Oliver（1999）認為服務優越性價值構面的特微是營運的典
範，品質決定是最終方式的依據標準。

（三）

美感（Aesthetics）
Albrecht（1994）對於美感的解釋為：消費者直接感受到的體驗，包括
對某一產品的視覺、聽覺、味覺、實體感覺、舒適、內心感受、美感特色
以及整個企業環境的視覺和心理氣氛。

（四）

享樂性（Playfulness）
Day（1981）認為享樂性的行為具有興奮的作用和產生內在的立即有形
的樂趣。Unger & Kernan（1983）
、Huizinga （2005）認為，玩樂的行為反
應消費者內在的樂趣，享樂性來自於消費者參與一項引人入勝的活動，而
產生的內在感受，提供暫時逃離現實世界的需求。

五、

體驗價值相關研究

本研究將國內外學者對於體驗價值相關研究整理如下表 2－8：
表 2- 8 體驗價值研究定義或觀點
學者

研究定義或觀點

Holbrook(1994);

將體驗價值分為四個類型，即消費者投資報酬、服務優

Marthwick et al

越性、美感、享樂性。

(2001)
鄭立杰(2002)

認為體驗價值是消費者與產品或服務的直接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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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aga(2003)

認為體驗價值為個別顧客獨特的情感感知，依據顧客個
人或情境以及產品整體功能，予以了解或想像選項的相
關比較，並認為體驗價是動態的，在長時間下會有所改
變。

袁薏樺(2003)

發現良好的情感知覺會帶給咖啡站與書店消費者情感價
值與滿意度，思考知覺對情感價值有正向關係，思考知
覺對功能價值有正向關係。

陳彥芳(2004)

指出消費者會先對消費體驗做認知的評估之後，才能判
斷是否在消費體驗過程中有正向的價值產生，經得知消
費者所獲得的價值愈高，消費者對於產品的購買意願就
會更高。

江素貞(2004)

對遊樂園遊客研究結果說明，享樂性體驗價直對遊客滿
意度及行為意向有最大影響，其次為美感價值與服務的
優越性。

楊素蘭(2004)

針對博物館、戲劇院、遊樂園、教育館的消費者研究發
現：不同的環境，消費者會有不同的體驗價值。體驗價
值會與顧客產生正向的顧客滿意，顧客滿意會對行為意
向有正向關係。

黃映瑀(2005)

認為體驗價值為消費者對產品或服務的認知與偏好，經
過理性與感性的交互評估後，所產生的知覺報酬。

林鶯安(2006)

顯示體驗價值中的四個構面「消費投資報酬」、「服務優
越性」
、
「美感」
、
「享樂性」
，對於顧客滿意度與再購意願
均具有正向關係。

黃淑真(2009)

體驗價值是透過功能性、情感與享樂性價值，可以提升
體消費後的滿意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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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尚恩(2010)

認為體驗價值是從過去的消費經驗中，得到「實用」與
「享樂」所產生的知覺報酬，引發的購買意圖。

資料來源：吳明敏（2010）、黃鳳英（2011）、本研究整理

六、

體驗行銷與體驗價值之關係
由上述對於體驗價值文獻的探討之後，可以得知體驗價值的特性有：
（1）

來自於消費者對產品或服務本身的認知與偏好；（2）消費者評估的知覺報
酬；
（3）功能性與情感性特性兼具。體驗行銷不同過去的傳統行銷便在於創
造一個特殊的、獨特的體驗，而體驗價值則是由體驗行銷衍生而來，因此好
的體驗行銷便可以帶給消費者正向的體驗價值。
綜觀上述對體驗價值理論的探討，本研究依據相關定義將體驗價值定義
為「顧客在餐廳消費體驗後，在理性與感性思維的交互作用下，產生的價值
感受」
，並採用 Mathwick et al.（2001）的體驗價值衡量尺度，以消費者投資
報酬、服務優越性、美感和享樂性作為體驗價值的衡量構面，以了解消費者
於紅棗食府消費所得到體驗價值感受為何。

第四節 行為意向（Behavior Intention, BI）
行為意向對預測消費者行為的具有重要影響，而消費行為對於顧客是否要購
買、買什麼、何時買、何處買，以及向誰購買的決策過程。
Engel te al.（1995）指出，行為意向的概念來自於態度理論（Attitude Theory）
，
主要是由認知因素（Cognitive Component）、情感因素（Affective Component）
、
意動因素（Conative Component）三要素所組成。其中認知因素是指消費者整合
直接經驗與透過各管道獲得的資訊後，對態度標的物所形成的知識與知覺；情感
因素是指對態度標的物的情緒或情感反應；而意動因素是指對態度標的物的某種
行動或行為可能性與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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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為意向定義
Engel te al.（1995）認為行為意向是指消費者在消費後，對產品或企業

可能採取的特定行動或行為傾向，所以行為意向比信念、感覺、態度與實際
行為間的關係來的直接；因此，在預測個人行為時，行為意向是較為準確的
衡量指標。
Parasuraman et al.（1996）行為意向可區分為正向與負向的行為意向，
具正向行為意向的消費者，對公司會產生鼓勵，推薦、特殊偏好、增加購買
數量等互動行為且具忠誠度；若存有負向行為意向，則消費者可能選擇轉換
或減少購買數量。
唐惠民（2006）認為行為意向是指消費者將來行為如何表現的主觀判
斷，及可能採取的某種行動傾向。
二、

行為意向之衡量
關於行為意向，各學者有其不同的衡量構面。Day（1977）認為當消費

者感受不滿意的產品或服務時，所產生的行為如下三大類：（一）無反應：
不做任格行動，默默承受。（二）個人行動：個人抵制產品種類、品牌或商
品，並採取負面口頭宣傳，將不滿意之經驗告訴他人，並提出警告他人不要
再購買或使用該類產品種類、品牌或商品。（三）公開行動：直接向銷售者
或製造商提出賠償、透過第三團體要求賠償，或使用公開方式將不滿意的消
費經驗說出。
Boulding, Kalra, Staelin & Zeithaml（1993）以「再購意圖」
、
「向他人推的
薦意願」來衡量消費者行為意向。
Mittal & Lassar（1996） 以工作及服務品質、整體滿意度、推薦意願及
轉換意願等多項指標來衡量顧客是否願意繼續接受公司後續的服務。
Garbarino & Johnson（1999）在一項針對劇院顧客行為的研究中，採用
顧客未來參與、未來訂購及顧客捐款的意願等三個指標進行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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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 te al.（1995）認為顧客對某一標的物的整體評估，是由其對該標
的物的信念與感覺所決定，顧客對某一標的物的態度會進而決定顧客的行為
意向，而顧客的行為意向則會進一步地影響其最終行為。
楊燕枝、吳思華（2005）以文化創意產業為例，指出文化創意產品大多
數為體驗性產品，因此，顧客在未實際享受過或欣賞產品之前是無法確認購
買到的文化商品其品質與價值。
邱尚恩（2010）認為消費者會經過體驗者的口碑來做為購買決策，先前
消費者的購買選擇會成為下一位消費者的購買參依據。
Parasuraman et al.（1996）探討服務品質與行為意向關係模式時，將行
為意圖分成「1.忠誠度」
、
「2.支付更多」、
「3.轉換行為」
、
「4.內部回應」
、
「5.
外部回應」五個變數，共十三項評量行為意向的項目，其中，前兩個變數屬
於正向的行為意圖，後三個變數屬於負向的行為意圖，如下表 2－9 所示：
表 2- 9 行為意向量表
行為意向構面
忠誠度

評量項目
1．會向他人宣傳這家商店的優點。
2．有人請我推薦，我會推薦這家商店。
3．會鼓勵親朋好友到這裡消費。
4．會將這裡列為本地同類型商店的第一選擇。
5．我以後還會常來這家商店消費。

支付更多

1．如果這家價格調漲些，我也願意來此消費。
2．即做這家商店較其他家貴，我也願意來此消費。

轉換行為

1．我以後會減少來這家商店消費的次數。
2．如果別家較優惠，我會選擇到別家消費。

內部回應

1．遇到難解決的問題，會向這家員工反應。

外部回應

1．遇到難解決的問題，會選擇到其他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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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遇到難解決的問題，會向其他顧客抱怨。
3．遇到難解決的問題，會向有關單位反應。
資料來源：Parasuraman et al.（1996）、吳明敏（2010）
五個行為意向構面敘述如下：
（一）

忠誠度（Loyalty）
忠誠度代表消費者對於產品與服務的行為意向，為支配消費者實際購買
行為的重要因素。其表現行為包括對他人傳達該企業正面的訊息、此產品
將是其第一選擇、增加對該產品的購買、願意推薦他人、鼓勵他人購買。

（二）

支付更多（Pay More）
即便企業所提供之產品價格提升，仍會持續選擇該產品，或都願意支付
比其他競爭者更的價格。

（三）

轉換行為（Switch）
將會減少對此產品的選擇，或選擇價格較好的產品，為負向變數。

（四）

內部回應（Internal Response）
消費者對產品或服務品質不滿意，會向企業內部人員反應，如：抱怨或反
應要求賠償，為負向變數。

（五）

外部回應（External Responese）
消費者對產品或服務品質不滿意，會向企業以外反應，包括反應（如：負
面口碑）
，或向第三團體反應（如：向消基會投訴或採取法律行動）
，為負
向變數。

本研究認為，Parasuraman et al.（1996）所提出的衡量行為意向的量表中的
正向變數中，所衡量的項目較與本研究的研究興趣接近，因為此研究將以表 2－
8 的行為意向量表為基礎，以忠誠度、支付更多兩大正向構面，作為衡量消費者
行為意向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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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為意向相關研究

本研究將國內外學者對於行為意向相關研究整理如下表 2－10：
表 2- 10 行為意向研究定義或觀點
學者
Anderson & Sullivan(1990)

研究定義或觀點
對瑞典的消費者所做的研究中發現，再購意願
與滿意度存在有正向的關係。

Yoo et al. (1998)

指出零售環境之各種特色，如產品，價格、服
務、設施，氣氛等因素會影響消費者對商店的
態度意向，並受所感受正負面情緖之影響。

Cronin, Brady and Hult (2002)

認為若是消費者對於服務提供者產生忠度，則
顧客將會產生許多正向的行為意圖，例如願意
告知別人此服務提供者的好處、推薦、再購行
為、購買更多或是願意付出更高的價格。

Brady and Robertson (2001);

多位研究者學者，過去在理論與實證的文獻均

Bitner (1990); Bolton and Drew

指出，若將滿意度視為服務品質的前因，服務

(1991); Mohr and Bitner (1995);

品質與行為意圖之存在著直接的關係。

Tsaur et al. (2002)
江素貞(2004)

採用 Parasuraman et al.（1996）的消費者投資
報酬、服務優越性、美感與享樂性四個構面者
進行體驗價值與顧客滿意及消費者行為意向
之關係研究，發現四個體驗價值構面皆會對消
費者行為意向產生直接且正向的影響關係。

鄒文恩(2005)

研究顯示，感官、情感與行動體驗會正向影響
體驗價值；體驗價值對顧客滿意呈現顯著正向
影響；顧客滿意對消費者行為意向呈現顯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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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關係。
資料來源：吳明敏（2010）、黃鳳英（2011）、本研究整理
綜觀上述對行為意向的探討，本研究依據相關定義將行為意向定義為「顧客
在餐廳消費體驗後，對於體驗過程中所產生的評與感受，進而影響其主觀判斷及
未來採取的行為傾向」。

第三章

第一節

研究方法

研究架構與假設

本研究於第一階段進行文獻蒐集以及田野調查之質性研究方法，藉由探討文
獻與田野調查所得內容為基礎，建立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說；第二階段則進行問卷
調查之量化研究，透過問卷調查問卷設計、發放與回收所得之資料進行分析，藉
以印證假說是否成立；第三階段進行深度訪談，藉此了解多次在紅棗食府和其他
客家特色餐廳消費過的顧客對於紅棗食府想法。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之建立參考自本研究文獻回顧之內容：體驗行銷是藉由正確主題
及適切的體驗設計，透過體驗媒介之運用所帶給顧客的刺激，消費者在感
官、情感、思考、行動以及關聯的五種感官體驗形式上都產生良好體驗，使
得顧客感受到產品本身的價值並因而認同該企業，對企業產生好感與忠誠，
最後願意去支付報酬或付出更多。其架構如下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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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 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研究對象
研究之主要研究對象為紅棗食府；紅棗食府為使用當地資源、整合產業
資源最具代表性的地方產業。並曾接待過 4 個國家的元首、24 個國家特使、
3 個國家的外交部長，並多次舉辦藝文活動及參與推動當地節慶活動而頗具
知名度，是公館地方特色餐廳之成功經營典範；經營者於近年來除了在餐飲
的設計上力求創新，在經營規劃方面亦試圖整合相關資源、運用體驗經濟知
識的理念，創造新的飲食文化，故本研究選擇紅棗食府為研究對象。然而，
此經營策略是否可謂產業轉型，創造新的飲食文化，帶給顧客獨特的消費體
驗，則是本研究欲透過問卷調查，藉以搜集不同人口統計變項，試圖找出體
驗行銷、體驗價值與行為意向三者間之關係，予以進行深入探討與驗證。

三、

研究假設

本研究根據研究架構，發展以下假設：
假設一：體驗行銷之不同體驗模組對整體體驗價值有顯著影響
H1-1：感官體驗對整體體驗價值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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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2：情感體驗對整體體驗價值有顯著影響
H1-3：思考體驗對整體體驗價值有顯著影響
H1-4：行動體驗對整體體驗價值有顯著影響
H1-5：關聯體驗對整體體驗價值有顯著影響
假設二：不同體驗價值對整體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
H2-1：消費者投資報酬對整體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
H2-2：服務優越性對整體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
H2-3：美感對整體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
H2-4：享樂性對整體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
假設三：體驗行銷之不同體驗模組對整體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
H3-1：感官體驗對整體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
H3-2：情感體驗對整體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
H3-3：思考體驗對整體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
H3-4：行動體驗對整體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
H3-5：關聯體驗對整體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
假設四：人口統計變項對體驗行銷、體驗價值與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

第二節

研究變數之操作型定義與衡量變項

本研究將體驗行銷、體驗價值、行為意向等變數之操作型定義內容敘述分別
以下表 3－1、3－2、3－3 示之，問卷採用李克特五等量表來測量，受試者可以
針對題目所陳述的問項，從「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意」五個選項中，依自己
的意見選擇適當的答案，其計分方式為「非常同意」為 5 分，依序至「非常不同
意」為 1 分，分數愈高者，同意程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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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體驗行銷構面之操作型定義與衡量變項
構面

操作型定義

衡量變項

感官體驗

顧客經由視覺、聽覺與遊憩環境等感

視覺注意、嗅覺注意

受到餐廳傳達的訊息。

聽覺注意、味覺注意
觸覺注意

情感體驗

顧客接收餐廳傳達的訊息，包含了關

正面情緒

懷與真誠等要素，引起顧客產生正面
情緒，促使自動參與。
思考體驗

顧客經由涉入參與，引起興趣，挑起

獨特性、享用美食

顧客在體驗過程中作集中或發散思
考，進而使顧客對企業產生更深刻的
認同。
行動體驗

關聯體驗

顧客感受並認同餐廳傳達之體驗而付

改變習慣、購買產品

諸身體行動。

了解產品

顧客與理想自我、他人或社會文化產

改變價值觀、認識商標

生關聯，以及對潛在社群或成員產生

文化了解

影響。
資料來源：Schmitt（1999）、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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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體驗價值構面之操作型定義與衡量變項
構面

操作型定義

衡量變項

消費者投資

顧客於消費過程中獲得與付出的成本

價格滿意

報酬

比較。

服務優越性

企業提供傑出的服務品質、專業的設

服務品質

施、獨特的產品，並且能超過顧客本

專業設施與產品

身的期待。

同業領導地位
具有特色

美感

享樂性

顧客內心對產品提供的設計到環境的

產品吸引、環境良好

直接體驗與感受價值。

設計風格

顧客在消費過程中，感受到的快樂、

娛樂趣味、附加歡樂

興奮、娛樂與逃避現實等感受帶來的

忘記其他、沉浸其中

價值。
資料來源：Mathwick et al. （2005）、黃映瑀（2005）、本研究整理
表 3- 3 行為意向構面之操作型定義與衡量變項
構面

操作型定義

衡量變項

忠誠度

顧客未來再次光顧的態度以及向他人

再次消費、產品偏好

推薦與分享經驗的意圖。

推薦他人、消費增加

顧客對於餐廳所提供的產品價格提升

價格調漲、價格相對高

支付更多

後或相較於同業貴，仍會持續選擇且
願意付出較高的價格。
資料來源：Parasuraman et al.（1996）、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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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一、

問卷抽樣與預試
樣本數量
本研究一共發出 235 份問卷，扣除無效問卷 15 份，最後有效回收
問卷為 220，有效回收率為 93.6％。

二、

抽樣方法
由於無法得知前往紅棗食府進行消費的實際顧客數目，為了研究及
抽樣的便利，本研究抽樣方法採用便利抽樣法。以人員發放問卷的方式
於紅棗食府出入口，對消費後正要離去的顧客進行問卷調查，以便獲得
本問卷所需之資料。

三、

問卷預試
本研究問卷題目經文獻回顧整理及採用研究相關主題學者所發展
出來的量表與題項而彚整，問卷正式發放前，對 30 位有實際去過紅棗
食府的受測者進行問卷前測，再依據測試結果修改語意不清、遺漏、錯
字及受測者無法理解等，最後形成正式問卷。

第四節

問卷設計與測量工具

在確立研究架構及研究對象後，本研究所發展出適合研究主題的調查工具為
問卷，其中的問項為（一）體驗行銷、
（二）體驗價值、
（三）行為意向以及（四）
個人基本資料，共四個部分。前三個部分問項採用李克特五等量表，作為測量尺
度；第四部分的基本資料依問項所提供的選項填寫。
問卷架構變數採用學者所發展之量表，針對紅棗食府適當修改，信度與效度
應能符合統計上之要求，構面、問項題數及參考學者如下表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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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 問卷架構
問卷部份

構面

問項

參考文獻

第一部分：

感官體驗

6題

Schmitt（1999）

體驗行銷

情感體驗

1題

思考體驗

3題

行動體驗

3題

關聯體驗

7題

第二部分：

消費者投資報酬

1題

Mathwick et al.

體驗價值

服務優越性

4題

（2005）

美感

3題

享樂性

4題

第三部分：

忠誠度

6題

Parasuraman et al.

行為意向

支付更多

2題

（1996）

第四部份：

個人基本資料

12 題

本研究自行發展

基本資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

體驗行銷量表
此部分的問卷發展主要參考自 Schmitt（1999）之量表，修改其問
項，以更適合本研究。採用李克特五等量表測量顧客對於紅棗食府透過
各媒介所傳達的體驗情形，依照受訪者主觀看法填答，同意程度分為：
非常不同意 1 分、不同意 2 分、普通 3 分、同意 4 分、非常同意 5 分。
體驗行銷構面之問項如表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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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5 體驗行銷問項
第一部分

題 衡量指標

體驗行銷

號

感官體驗構面

1

紅棗食府的餐廳內的佈置會吸引我的注意

2

紅棗食府的外觀環境會吸引我的注意

3

紅棗食府播放的音樂會吸引我的注意

4

紅棗食府的菜色嚐起來美味可口

5

紅棗食府的菜色香氣聞起來宜人芳馥

6

紅棗食府的餐具材質摸起來質感良好

情感體驗構面

7

在紅棗食府消費會讓我產生快樂的感覺

思考體驗構面

8

紅棗食府結合當地食材所作的創新料理使我覺得特別

9

來紅棗食府消費後，我發現用餐也是一種享受

10 在別的餐廳享用不到類似的在地特色風味餐
行動體驗構面

11 在此消費後，使我改變對飲食消費的習慣
12 在此消費後，我會想購買有關紅棗食府相關的產品
13 在此消費後，我對紅棗食府的產品更加認識

關聯體驗構面

14 在此消費後，看到該店的商標就會想到此餐廳
15 在此消費後，對於客家飲食文化有更深的認識
16 在此消費後，更加認識紅棗在公館的獨特性
17 在此消費後，認為紅棗為代表公館的特產
18 在此消費後，聽到關於紅棗的訊息會聯想到紅棗食府
19 在此消費後，聽到苗栗客家特色餐廳的訊息會聯想到紅
棗食府
20 在此消費後，認為紅棗食府為具有客家特色的代表餐廳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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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體驗價值量表
此部分的問卷主要是參考 Mathwick et al. （2005）所提出的價值，
修改其問項，以更適合本研究。採用李克特五等量表測量顧客對於紅棗
食府透過體驗行銷所感受的體驗價值，依照受訪者主觀看法填答，同意
程度分為：非常不同意 1 分、不同意 2 分、普通 3 分、同意 4 分、非常
同意 5 分。體驗價值構面之問項如表 3－6 所示：
表 3- 6 體驗價值問項

第二部分

題 衡量指標

體驗價值

號

消費者投資報酬

1

紅棗食府價格讓我感到很滿意

2

紅棗食府的服務品質很好

3

紅棗食府所提供的飲食是具有專業性的

4

紅棗食府為同類餐飲業的領導者

5

紅棗食府具有別家餐廳沒有的特色

6

紅棗食府的產品對我很有吸引力

7

紅棗食府整體環境非常好

8

我喜歡紅棗食府餐廳的設計風格

9

紅棗食府非常具有娛樂趣味性

構面
服務優越性構面

美感構面

享樂性構面

10 紅棗食府非單純滿足食慾、同時也帶來歡樂
11 在紅棗食府讓我忘記生活壓力
12 紅棗食府府營造氣氛與擺設讓我沉浸在充滿客家文化
的氛圍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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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為意向量表
此部分的問卷主要是參考 Parasuraman et al.（1996）所提出的行為
意向量表，修改其問項，以更適合本研究。採用李克特五等量表測量顧
客對於紅棗食府透過體驗行銷所感受的體驗價值後而產生的行為意
向，依照受訪者主觀看法填答，同意程度分為：非常不同意 1 分、不同
意 2 分、普通 3 分、同意 4 分、非常同意 5 分。行為意向構面之問項如
表 3－7 所示：
表 3- 7 行為意向問項

第三部分

題 衡量指標

行為意向

號

忠誠度

1

我會向其他人分享紅棗食府的特色

2

當有人徵詢我的意見時，我會推薦紅棗食府

3

我會鼓勵親朋好友至紅棗食府消費

4

當我需要到同質餐廳用餐時，會以紅棗食府為第一選擇

5

未來幾年，我到紅棗食府消費的頻率會增加

6

我下次會再到紅棗食府消費

7

如果紅棗食府的價格提高一些，我還是會繼續消費

8

如果紅棗食府的價格高於其他同業，我還是會繼續消費

支付更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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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基本資料量表
此部分的問卷內容是依據本研究目的與範圍進行設計，特別說明的
是在「籍貫」一項，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對象所處之地理位置為客家族群
為多數的苗栗公館地區且菜色皆以客家菜為底再以紅棗入菜所做之創
意料理，想要特別了解「客家」與「非客家」對於於紅棗食府在體驗行
銷、體驗價值及行為意向是否有所不同，因此在籍貫的部分只放置「客
家」與「非客家」。如表 3－8 所示：
表 3- 8 基本資料問項

第三部分

題 衡量指標

行為意向

號

性別

1

「男」、「女」

年齡

2

「20 歲以下」、「21~30 歲」、「31~40 歲」、「41~50 歲」、
「51 歲以上」

教育程度

3

「國中(含)以下」
、
「高中職」
、
「專科及大學」
、
「研究所(含)
以上」

職業

4

「學生」
、
「家管」
、
「軍公教」
、
「農林漁牧業」
、
「製造業」
、
「服務業」、「自由業」

月收入

5

「10000 元(含)以下」
、
「10001~20000 元」
、
「20001~30000
元」、「30001~40000 元」、「40001~50000 元」、「50001
元(含)以上」

第幾次來消費

6

「第一次」
、
「第二次」
、
「第三次」
、
「第四次」
、
「第五次
(含)以上」

每次平均的消費

7

「1000(含)以下」、「1001~2000 元」、「2001~3000 元」、
「3001~4000 元」、「4001~5000 元」、「5001(含)以上」

居住地

8

「大台北地區」
、
「桃園、新竹、苗栗地區」
、
「台中、彰
化、南投地區」、
「雲林、嘉義地區」、
「台南、高雄、屏
東地區」
、
「宜蘭、花蓮、台東地區」
、
「離島地區」
、
「其
他」

平均消費時間

9

「1 小時內」、「1~2 小時」、「2~3 小時」、「3 小時以上」

從何處得知紅棗

、
「電視廣告」
、
「報章雜誌」
、
「親友推薦」、
10 「網路媒體」
「路過得知」
、
「公司聚會」
、
「參加宴會」
、
「旅行社推薦」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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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府（可複選）
前往紅棗食府的

11 「自行開車前往」、「旅行社安排」、「社團活動安排」

方式為
12 「客家」、「非客家」

籍貫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五節 統計分析方法
為了便於對回收之問卷資料進行本研究所提出的各項假設檢定，本研究採用
SPSS 18 與 AMOS 6 套裝軟體進行以下之資料分析：
一、

敘述性統計
用以描述本研究樣本之個人基本資料分配情形、描述體驗行銷、體
驗價值及行為意向的平均數、標準差、百分比等統計量，以了解樣本的
實際情況，藉以分析樣本特性各種統計量。

二、

信、效度分析
（一）

信度
信度即樣本的可靠度，指測驗結果的一致性及穩定性程度。若

信度愈高，則表示一致性和穩定性高，所得的觀察值不會因形式或
時間的改變而有所變動。以 Cronbach’s α 係數為取捨標準，若α
值小於 0.3 屬於低信度，介於 0.3 到 0.7 之間為中信度，高於 0.7 為
高信度。
而在單項對總項相關測試中，若有低於 0.3 的情況出現，該變
項應予以刪除。
（二）

效度
所謂效度是指評量工具能夠準確地衡量出該研究所要衡量的

事物。本研究之問卷題目是經由文獻探討整理及研究相關主題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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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發展出來的量表與題項而彙整。依據研究假設與變數來設計問卷
題目，針對研究問卷前測，藉由前測結果和專家修正後，篩選出合
適的題目以研擬出正式問卷，透過便利抽樣之方式發放問卷，因此
本研究之問卷符合內容效度之要求。
三、

變異數分析
探討不同樣本的個人基本資料在體驗行銷、體驗價值與行為意向上
是否有顯著的差異。

四、

相關性分析
針對各變數速行 Person 相關係數分析，以了解體驗行銷、體驗價
值與行為意向間各構面的相關程度跟正負向關係。

五、

線性結構方程模式
線性關係模式包括了「測量模式」與「結構模式」兩部分。測量模
式是指潛在變數與觀察變數之間的關係，結構模式是指潛在變數之間的
關係。
本研究所要估計的變數屬於潛在變數，無法直接觀察得知，必須經
由顧客的行為或表達的意見來間接衡量，因此本研究採用 AMOS 為主要
分析工具，以驗證紅棗食府的體驗行銷的運用而產生的體驗價值對顧客
的行為意向的影響模式。

第四章

第一節
一、

分析與討論

敘述性統計
樣本結構
本研究之樣本結構整理如表 4－1，在 220 份有效問卷中，前往紅
棗食府的顧客，在人口統計變數有以下特性：女性樣本數量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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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年齡方面以 21~30 歲人最多（39.1%）、31~40 歲人次多
（33.2%）
；教育程度以專科及大學人最多（71.4%）
；職業以服務業最多
（50.5%）;月收入 30001~40000 元人最多（23.6%）
、其次為 40001~50000
元（19.5%）
；第幾次來消費則以第一次最多（50.5%）
；平均消費金額最
多為 3001~4000 元（38.6）、其次為 1001~2000 元（25.5%）；居住地最
多為桃園、新竹、苗栗地區（50.5%）
；平均消費時間最多為 1 至 2 個小
時（70.0%）
；從何處得知紅棗食府最多為親友推薦（44.8%）
；前往紅棗
食府方式最多為自行開車（78.6%）；籍貫非客家較多（60.5%）、客家
（39.5%）。
表 4- 1 人口統計變數之分佈表
人口統計變數

分類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01

45.9%

女

119

54.1%

年齡

20 歲以下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0 歲以上

2
86
73
39
20

0.9%
39.1%
33.2%
17.7%
9.1%

教育程度

高中職

31

14.1%

專科及大學
研究所(含)以上

157
32

71.4%
14.5%

學生
家管
軍公教
農林漁牧業

37
3
30
2

16.8%
1.4%
13.6%
0.9%

製造業
服務業
自由業

32
111
5

14.5%
50.5%
2.3%

10000(含)以下
10001~20000 元
20001~30000 元

46
10
38

20.9%
4.5%
17.3%

30001~40000 元
40001~50000 元

52

23.6%

43

19.5%

職業

月收入

45

50001(含)以上

31

14.1%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111
56
20
17

50.5%
25.5%
9.1%
7.7%

第五次(含)以上

16

7.3%

1000(含)以下
1001~2000 元
2001~3000 元
3001~4000 元
4001~5000 元

33
56
32
85
9

15%
25.5%
14..5%
38.6%
4.1%

5001(含)以上

5

2.3%

大台北地區
桃園、新竹、苗栗地區
台中、彰化、南投地區
雲林、嘉義地區
台南、高雄、屏東地區

45
111

20.5%
50.5%

40
12
12

18.2%
5.5%
5.5%

平均消費間

1 小時內
1 至 2 小時
2 至 3 小時

42
154
24

19.1%
70.0%
10.9%

何處得知紅棗食府
（此題為複選題）

網路媒體
報章雜誌
親友推薦
路過得知

33
22
121
19

15.0%
10.0%
55.0%
8.6%

公司聚會
參加宴會
旅行社推薦

27
19
29

12.3%
8.6%
13.2%

前往紅棗食府的方式

自行開車前往
旅行社安排
公司社團活動安排

173
31
16

78.6%
14.1%
7.3%

籍貫

客家
非客家

87
133

39.5%
60.5%

第幾次來消費

平均的消費金額

居住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體驗行銷構面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一）

感官體驗構面
在顧客對紅棗食府的感官體驗方面，如下表 4－2 所示，其中
46

同意程度以「紅棗食府的餐廳內的佈置會吸引我的注意」的平均分
數 4.09 最高，而「紅棗食府播放的音樂會吸引我的注意」的平均
分數 3.29 為最低，感官構面總體平均分數為 3.82 分。
（二）

情感體驗構面
在顧客對紅棗食府的情感體驗方面，如下表 4－2 所示，對於

「在紅棗食府消費會讓我產生快樂的感覺」的同意程度平均 3.72。
（三）

思考體驗構面
在顧客對紅棗食府的思考體驗方面，如下表 4－2 所示，其中

同意程度以「紅棗食府結合當地食材所作的創新料理使我覺得特
別」的平均分數 4.19 最高，而「在別的餐廳享用不到類似的在地
特色風味餐」的平均分數 3.80 為最低，思考構面總體平均分數為
3.94 分。
（四）

行動體驗構面
在顧客對紅棗食府的行動體驗方面，如下表 4－2 所示，其中

同意程度以「在此消費後，我對紅棗食府的產品更加認識」的平均
分數 3.79 最高，而「在此消費後，使我改變對飲食消費的習慣」
的平均分數 2.92 為最低，行動構面總體平均分數為 3.44 分。
（五）

關聯體驗構面
在顧客對紅棗食府的行動體驗方面，如下表 4－2 所示，其中

同意程度以「在此消費後，聽到關於紅棗的訊息會聯想到紅棗食府」
的平均分數 4.03 最高，而「在此消費後，對於客家飲食文化有更
深的認識」的平均分數 3.74 為最低，行動構面總體平均分數為 3.8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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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 體驗行銷各構面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子構面

衡量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總平均

感官構面

紅棗食府的餐廳內的佈置會吸引

4.09

0.769

3.82

3.97

0.662

3.29

0.802

紅棗食府的菜色嚐起來美味可口

3.99

0.951

紅棗食府的菜色香氣聞起來宜人

4.04

0.896

3.52

0.737

3.72

0.704

3.72

4.19

0.788

3.94

3.82

0.802

3.80

0.969

2.92

0.764

3.60

1.079

我的注意
紅棗食府的外觀環境會吸引我的
注意
紅棗食府播放的音樂會吸引我的
注意

芳馥
紅棗食府的餐具材質摸起來質感
良好
情感構面

在紅棗食府消費會讓我產生快樂
的感覺

思考構面

紅棗食府結合當地食材所作的創
新料理使我覺得特別
來紅棗食府消費後，我發現用餐
也是一種享受
在別的餐廳享用不到類似的在地
特色風味餐

行動構面

在此消費後，使我改變對飲食消
費的習慣
在此消費後，我會想購買有關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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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棗食府相關的產品
在此消費後，我對紅棗食府的產

3.79

0.710

3.99

0.902

3.74

0.883

3.81

0.931

3.77

0.862

4.03

0.997

3.99

1.042

3.92

1.033

品更加認識
關聯體驗

在此消費後，看到該店的商標就

3.89

會想到此餐廳
在此消費後，對於客家飲食文化
有更深的認識
在此消費後，更加認識紅棗在公
館的獨特性
在此消費後，認為紅棗為代表公
館的特產
在此消費後，聽到關於紅棗的訊
息會聯想到紅棗食府
在此消費後，聽到苗栗客家特色
餐廳的訊息會聯想到紅棗食府
在此消費後，認為紅棗食府為具
有客家特色的代表餐廳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整體體驗行銷構面
紅棗食府之 220 位顧客其體驗行銷，在「感官體驗」
、
「情感體

驗、「思考體驗」、「行動體驗」及「關聯體驗」五大子構面之平均
值為 3.82、3.72、3.94、3.44、3.89，顯示顧客對於紅棗食府之體驗
行銷結果感到普通至滿意；而標準差分別為 0.620、0.704、0.746、
0.665 及 0.781，整體體驗行銷之平均值為 3.76，標準差為 0.635。由
平均值中顯示，體驗行銷之五項體驗模組階屬於正向，其中以思考
49

體驗表現程度最強、其次依序為關聯體驗、感官體驗、情感體驗，
最後則是行動體驗，如下表 4－3 所示。
顧客在思考體驗中認同程度最高，代表顧客經由涉入參與後，
認為紅棗食府的獨特色具有深刻的認同並能在消費之中享受美
食；而認同程度第二高的關聯體驗，則是顯示顧客在消費的過程
中，紅棗食府的消費過程、商標呈現及菜色中的紅棗，增加其對於
文化的了解；小至公館紅棗特色，大至客家飲食文化都在顧客心中
留下鮮明的記憶，並促使其推薦給他人。
表 4- 3 整體體驗行銷構面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體驗行銷構面

平均值

標準差

感官體驗

3.82

0.620

情感體驗

3.72

0.704

思考體驗

3.94

0.746

行動體驗

3.44

0.665

關聯體驗

3.89

0.781

整體體驗行銷

3.76

0.63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體驗價值構面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一）

消費者投資報酬構面
在顧客對紅棗食府的消費者投資報方面，如下表 4－4 所示，

對於「紅棗食府價格讓我感到很滿意」的同意程度平均為 3.58。
（二）

服務優越性
在顧客對紅棗食府的服務優越性方面，如下表 4－4 所示，其

中同意程度以「紅棗食府具有別家餐廳沒有的特色」的平均分數
3.84 最高，而「紅棗食府的服務品質很好」的平均分數 3.52 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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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服務優越性總體平均分數為 3.68 分。
（三）

美感
在顧客對紅棗食府的美感方面，如下表 4－4 所示，其中同意

程度以「紅棗食府整體環境非常好」的平均分數 3.84 最高，而「我
喜歡紅棗食府餐廳的設計風格」的平均分數 3.63 為最低，美感總
體平均分數為 3.70 分。
（四）

享樂性
在顧客對紅棗食府的美感方面，如下表 4－4 所示，其中同意

程度以「紅棗食府府營造氣氛與擺設讓我沉浸在充滿客家文化的氛
圍中」的平均分數 3.81 最高，而「在紅棗食府讓我忘記生活壓力」
的平均分數 3.10 為最低，享樂性總體平均分數為 3.38 分。
表 4- 4 體驗價值各構面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子構面

衡量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總平均

3.58

0.775

3.58

紅棗食府的服務品質很好

3.52

0.857

3.68

紅棗食府所提供的飲食是具有專

3.82

0.800

紅棗食府為同類餐飲業的領導者

3.53

0.962

紅棗食府具有別家餐廳沒有的特

3.84

0.925

紅棗食府的產品對我很有吸引力

3.64

0.818

紅棗食府整體環境非常好

3.84

0.753

我喜歡紅棗食府餐廳的設計風格

3.63

0.738

消費者投資報 紅棗食府價格讓我感到很滿意
酬
服務優越性

業性的

色
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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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0

享樂性

紅棗食府非常具有娛樂趣味性

3.22

0.722

紅棗食府非單純滿足食慾、同時

3.38

0.781

在紅棗食府讓我忘記生活壓力

3.10

0.790

紅棗食府府營造氣氛與擺設讓我

3.81

0.855

3.38

也帶來歡樂

沉浸在充滿客家文化的氛圍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

整體體驗價值構面
紅棗食府之 220 位消費者其體驗價值，在「消費者投資報酬」
、

「服務優越性」
、
「美感」與「享樂性」四大子構面之平均值為別為
3.58、3.68、3.70 及 3.38，顯示顧客對紅棗食府之體驗價值皆感到
普通至滿意；標準差分別為 0.775、0.740、0.675 及 0.641，整體體
驗價值平均值為 3.59，標準差為 0.621，如圖 4－5 所示。由平均值
中顯示，整體體驗價值為正向，其中表現程度最強的是美感，其次
依序為服務優越性、消費者投資報酬及享樂性，如下表 4－12 所示。
顧客在美感的認同程度最高，顯示顧客認為紅棗食府整體環境
感覺良好，設計風格相當具有特色也具吸引力，而認同程度第二高
的服務優越性，顯示顧客認為紅棗食府的服務專業度具有一定水
準。
表 4- 5 整體體驗價值構面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體驗價值構面

平均值

標準差

消費者投資報酬

3.58

0.775

服務優越性

3.68

0.740

美感

3.70

0.675

享樂性

3.38

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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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體驗價值

3.59

0.62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

行為意向構面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一）

忠誠度

在顧客對紅棗食府的忠誠度方面，如下表 4－6 所示，其中同意程度以
「我會向其他人分享紅棗食府的特色」的平均分數 3.78 最高，而「當我需
要到同質餐廳用餐時，會以紅棗食府為第一選擇」的平均分數 3.50 為最低，
忠誠度總體平均分數為 3.64 分。
（二）

支付更多

在顧客對紅棗食府的支付更多方面，如下表 4－6 所示，其中同意程度
以「如果紅棗食府的價格提高一些，我還是會繼續消費」的平均分數 2.96
最高，而「如果紅棗食府的價格高於其他同業，我還是會繼續消費」的平均
分數 2.85 為最低，忠誠度總體平均分數為 2.91 分。
表 4- 6 行為意向各構面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子構面

衡量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總平均

忠誠度

我會向其他人分享紅棗食府的特

3.78

0.787

3.64

3.76

0.917

3.65

0.927

3.48

0.991

3.50

0.904

色
當有人徵詢我的意見時，我會推
薦紅棗食府
我會鼓勵親朋好友至紅棗食府消
費
當我需要到同質餐廳用餐時，會
以紅棗食府為第一選擇
未來幾年，我到紅棗食府消費的
頻率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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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更多

我下次會再到紅棗食府消費

3.65

0.931

如果紅棗食府的價格提高一些，

2.96

0.908

2.85

0.943

2.91

我還是會繼續消費
如果紅棗食府的價格高於其他同
業，我還是會繼續消費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整體行為意向構面
紅棗食府 220 位顧客的行為意向，在「忠誠度」及「支付更多」

兩大子構面之平均值分別為 3.64 及 2.91，標準差為 0.808 及 0.888；
而整體行為意向平均值為 3.28，標準差為 0.708，如表 4－7 所示。
顯示顧客在行為意向整體的結果是感到普通到滿意。認同程度最高
的為忠誠度，代表顧客會向他人推薦紅棗食府的特色，在將來也會
再次消費及增加消費次數。
值得注意的是，支付更多方面的得分最低，這與體驗價值中的
消費者投資報酬相呼應，顯示部分顧客對於紅棗食府的價格感覺較
高，因此若是再提高售價或是比其他同業定價高昂，顧客可能會轉
往他處消費。
表 4- 7 整體行為意向構面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行為意向構面

平均值

標準差

忠誠度

3.64

0.808

支付更多

2.91

0.888

行為意向

3.28

0.78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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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卷信度與效度

一、

各量表信度分析
（一）

體驗行銷構面
體驗行銷共有 20 題。每題問項的 Item-Total Correlation 判定標

準皆在 0.3 以上，除了行動體驗的 Cronbach’s α 值為 0.652 為中度
信度，其餘都高於 0.7，表示本構面之問項皆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及
穩定性程度，因此本再構面題目全數保留不予刪除。如表 4－8 所
示：
表 4- 8 體驗行銷構面之信度分析表
子構面

問項內容

感官體驗

紅棗食府的餐廳內的佈置會吸引我的注

Item-Total

Cronbach’s

Correlation

α

0.682

0.86

意
紅棗食府的外觀環境會吸引我的注意

0.708

紅棗食府播放的音樂會吸引我的注意

0.479

紅棗食府的菜色嚐起來美味可口

0.764

紅棗食府的菜色香氣聞起來宜人芳馥

0.792

紅棗食府的餐具材質摸起來質感良好

0.518

情感體驗

在紅棗食府消費會讓我產生快樂的感覺

----------

----------

思考體驗

紅棗食府結合當地食材所作的創新料理

0.711

0.84

使我覺得特別
來

紅棗食府消費後，我發現用餐也是一種享 0.722
受
在別的餐廳享用不到類似的在地特色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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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

味餐
行動體驗

在此消費後，使我改變對飲食消費的習慣 0.343

0.652

在此消費後，我會想購買有關紅棗食府相 0.559
關的產品
在此消費後，我對紅棗食府的產品更加認 0.558
識
關聯體驗

在此消費後，看到該店的商標就會想到此 0.734

0.919

餐廳
在此消費後，對於客家飲食文化有更深的 0.646
認識
在此消費後，更加認識紅棗在公館的獨特 0.750
性
在此消費後，認為紅棗為代表公館的特產 0.702
在此消費後，聽到關於紅棗的訊息會聯想 0.786
到紅棗食府
在此消費後，聽到苗栗客家特色餐廳的訊 0.824
息會聯想到紅棗食府
在此消費後，認為紅棗食府為具有客家特 0.802
色的代表餐廳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體驗價值構面
每題問項的 Item-Total Correlation 判定標準皆在 0.3 以上，

Cronbach’s α 值都高於 0.7，表示本構面之問項皆具有很高的一致
性及穩定性程度，因此本再構面題目全數保留不予刪除。如表 4－
9 所示：
56

表 4- 9 體驗價值構面之信度分析表
子構面

問項內容

Item-Total

Cronbach’s

Correlation α
消費者投

紅棗食府價格讓我感到很滿意

----------

----------

服務優越

紅棗食府的服務品質很好

0.685

0.853

性

紅棗食府所提供的飲食是具有專業性的

0.794

紅棗食府為同類餐飲業的領導者

0.750

紅棗食府具有別家餐廳沒有的特色

0.573

紅棗食府的產品對我很有吸引力

0.716

紅棗食府整體環境非常好

0.750

我喜歡紅棗食府餐廳的設計風格

0.689

紅棗食府非常具有娛樂趣味性

0.703

紅棗食府非單純滿足食慾、同時也帶來

0.679

資報酬

美感

享樂性

0.848

0.829

歡樂
在紅棗食府讓我忘記生活壓力

0.662

紅棗食府營造氣氛與擺設讓我沉浸在充

0.592

滿客家文化的氛圍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行為意向構面
每題問項的 Item-Total Correlation 判定標準皆在 0.3 以上，

Cronbach’s α 值都高於 0.7，表示本構面之問項皆具有很高的一致
性及穩定性程度，因此本再構面題目全數保留不予刪除。如表 4－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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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0 行為意向構面之信度分析表
子構面

問項內容

忠誠度

Item-Total

Cronbach’s

Correlation

α

我會向其他人分享紅棗食府的特色

0.776

當有人徵詢我的意見時，我會推薦紅棗

0.863

0.946

食府
我會鼓勵親朋好友至紅棗食府消費

0.880

當我需要到同質餐廳用餐時，會以紅棗

0.825

食府為第一選擇
未來幾年，我到紅棗食府消費的頻率會

0.844

增加

支付更多

我下次會再到紅棗食府消費

0.830

如果紅棗食府的價格提高一些，我還是

0.840

0.913

會繼續消費
如果紅棗食府的價格高於其他同業，我

0.840

還是會繼續消費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效度分析
本研究體驗行銷構面是採用 Schmitt（1999）所提出的體驗行銷策略模

組後修改而成，體驗價值構面是採用 Mathwick et al. （2005）所發展出的價
值修改而成，最後的行為意向構面是採用 Parasuraman et al.（1996）所提出
的行為意向，配合研究目的後修改而成。以上構面皆參考國內外學者，再加
以修改，因此本研究之內容效度，應具有相當程度的效果。

第三節

相關分析

為了解體驗行銷、體驗價值與行為意向各構面之相關情形，以 Pearson 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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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數來檢驗各變數間的相關性是否達顯著水準，相關性數值說明如下表 4－11
所示：
表 4- 11 Pearson 的相關係數關係表
數值

相關程度
幾乎沒有相關
稍微（弱）相關
有相當的（中程度）相關
有強烈相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

體驗行銷、體驗價值與行為意向之相關分析
由下表 4－12 可得知，體驗行銷與體驗價值相關係數為 0.903，具有高

度相關；體驗價值與行為意向相關係數為 0.874，具有高度相關；體驗行銷
與行為意向相關係數為 0.852，具有高度相關，顯示體驗行銷、體驗價值與
行為意向之間有正向的顯著關係，而體驗價值是由體驗行銷而產生，顧客感
受到其價值後再做出特定行為意向。因此好的體驗行銷可以帶來正向的體驗
價值，促使顧客做出正面的行為意向來回應，此與本研究之研究架構相符。
表 4- 12 體驗行銷、體驗價值與行為意向相關係數表
構面

體驗行銷

體驗價值

行為意向

體驗行銷

1

0.903**

0.852**

體驗價值

0.903**

1

0.874**

行為意向

0.852**

0.874**

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

體驗行銷、體驗價值、行為意向與人口統計變數分析

本節乃是以人口統計變數作為處理因子，進而探討不同特性的顧客在紅棗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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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消費體驗程度為何？並進一步了解不同特性的顧客在紅棗食府的消費體驗
同意程度，本研究將有顯著差異的分析結果列出如下，分別為：性別、居住地與
籍貫。
一、

性別

此部分是以整體的體驗行銷、體驗價值及行為意向構面之平均分數進行分析
與檢定，以後解不同性別之受訪者對於各構面之整體同意程度是否有所差異，分
析結果如下表 4－13 所示：
表 4- 13 不同性別之整體構面 t 檢定分析表
研究問項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體驗行銷

男

101

3.65

0.701

-3.186**

女

119

3.92

0.545

男

101

3.41

0.685

女

119

3.72

0.522

男

101

3.31

0.828

女

119

3.57

0.718

體驗價值

行為意向

-3.770**

-2.49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表可得知不同性別消費者除了在「體驗行銷」和「體驗價值」有顯著的
差異，女性較男性在體驗行銷和體驗價值的感受程度高，而在「行為意向」中性
別的差異並沒有顯著的不同。但仍可以看出性別變項在體驗形式感受認知上的影
響力，至於是否會因為餐廳的類型而有所改變，則需更多研究的投入與驗證。
二、

居住地
此部分是以整體的體驗行銷、體驗價值及行為意向構面之平均分數進行分析

與檢定，以後解不同居住地之受訪者對於各構面之整體同意程度是否有所差異，
分析結果如下表 4－14、4－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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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4 不同居住地之整體構面敘述性分析表
研究問項

消費次數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體驗行銷

大台北地區（a）

45

3.91

0.543

桃園、新竹、苗栗地區（b） 111

3.65

0.730

台中、彰化、南投地區（c） 40

3.98

0.425

雲林、嘉義地區（d）

12

3.93

0.488

台南、高雄、屏東地區（e） 12

4.09

0.365

大台北地區（a）

3.67

0.627

桃園、新竹、苗栗地區（b） 111

3.41

0.675

台中、彰化、南投地區（c） 40

3.74

0.358

雲林、嘉義地區（d）

12

3.79

0.516

台南、高雄、屏東地區（e） 12

3.99

0.429

大台北地區（a）

3.47

0.627

桃園、新竹、苗栗地區（b） 111

3.28

0.859

台中、彰化、南投地區（c） 40

3.71

0.103

雲林、嘉義地區（d）

12

3.85

0.175

台南、高雄、屏東地區（e） 12

3.79

0.191

體驗價值

行為意向

45

4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 15 不同居住地之整體構面變異數分析表
研究問 變異 平方和

自

平均

項

來源

由
度

平方
和

體驗
行銷

組間 5.555
組內 82.713
總和 88.267
組間 7.082

4
1.389
215 0.385
219

3.610

0.007*

a>b
c>b
e>b

4

4.925

0.001*

a>b

組內 77.297
總和 84.379

215 0.360
219

體驗
價值

1.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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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檢定

顯

事後

著
性

比較：
LSD 法

c>b
d>b

e>b
行為
意向

組間 9.275
4
2.319
組內 123.838 215 0.576
總和 133.112 219

4.026

0.004*

c>b
d>b
e>b
d>c

註 1：a 為大台北地區、b 為桃園、新竹、苗栗地區、c 為台中、彰化、南投地區、d 為雲林、嘉義地區、e
為台南、高雄、屏東地區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表可以得知，不同居住地在「體驗行銷」、「體驗價值」與「行為意向」
皆有顯著的差異性。整體而言，「桃園、新竹、苗栗地區」的顧客同意程度皆低
於其他地區顧客的同意度。
經過事後檢定結果顯示，在體驗行銷的部份，
「大台北地區」
、
「台中、彰化、
南投地區」與「台南、高雄、屏東地區」的顧客同意程度高於居住「桃園、新竹、
苗栗地區」的顧客。
在體驗價值部份，「大台北地區」、「台中、彰化、南投地區」、「雲林、嘉義
地區」與「台南、高雄、屏東地區」的顧客同意程度高於居住「桃園、新竹、苗
栗地區」的顧客。
在行為意向部份，
「台中、彰化、南投地區」
、
「雲林、嘉義地區」與「台南、
高雄、屏東地區」顧客同意程度高於居住「桃園、新竹、苗栗地區」的顧客；而
「雲林、嘉義地區」的顧客同意程度又高於「台中、彰化、南投地區」的顧客。
四、

籍貫

此部分是以整體的體驗行銷、體驗價值及行為意向構面之平均分數進行分析
與檢定，以後解不同籍貫之受訪者對於各構面之整體同意程度是否有所差異，分
析結果如下表 4－16 所示：
表 4- 16 不同籍貫之整體構面 t 檢定分析表
研究問項

籍貫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體驗行銷

客家

87

3.55

0.708

-4.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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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價值

行為意向

非客家

133

3.86

0.525

客家

87

3.33

0.653

非客家

133

3.74

0.542

客家

87

3.14

0.823

非客家

133

3.66

0.679

-4.904*

-4.08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可以得知，「客家」與「非客家」在顧客的同意程度上有顯著的差異，
非客家顧客的同意程度高於客家顧客的同意程度。這與上述「居住地不同而造成
顧客同意程度有顯著差異」可相呼應，由下表 4－17 顯示，桃園、新竹、苗栗地
區受訪者共有 111 名，其中客家籍受訪者有 76 名，占 68.5％；全部的客家籍受
訪者共有 87 名，這 76 名客家籍且住在桃園、新竹、苗栗地區的受訪者，占全部
客籍受訪者 87.4％，因此可以推斷因為客籍受訪者同意程度整體而言比非客家籍
受訪者同意程度低，造成客籍比例超過一半的桃園、新竹苗栗地區的受訪者同意
程度也呈現較其他地區低的情況。
表 4- 17 籍貫為客家的顧客居住地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居住地

客家籍人數

客家籍比例

居住地人數

居住地比例

大台北地區

8

9.2%

45

17.8%

桃園、新竹、苗栗地區 76

87.4%

111

68.5%

台中、彰化、南投地區 1

1.1%

40

2.5%

雲林、嘉義地區

2.3%

12

16.7%

高雄、台南、屏東地區 0

0%

12

0%

總計

100%

220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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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為了更深入的了解，為何客家籍的受訪者同意程度會比非客家籍的受訪者同
意程度低，本研究將針對曾在紅棗食府及其他客家餐廳消費過的顧客進行深度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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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客家籍五位；非客家籍五位，共十位深度訪談受訪者，其訪談者基本資料如
4－18 所示：
表 4- 18 受訪者資本基料
編號

籍貫

性別

居住地

a

客家

男

苗栗

b

客家

男

苗栗

c

客家

男

苗栗

d

客家

男

苗栗

e

客家

女

苗栗

f

非客家

男

台北

g

非客家

男

雲林

h

非客家

女

彰化

i

非客家

女

台北

j

非客家

女

苗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將訪談摘要彙總整理如下：
（一） 體驗行銷中感官構面的「聽覺感受」與「觸覺感受」認同度無論是
客家籍與非客家籍顧客感受度皆不高；「視覺感受」與「味覺感受」則是客
家與非客家籍感受度相當；「思考構面」、「行動構面」與「關聯構面」中，
對於客家籍顧客而言，客家菜、紅棗與客家文化本來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與
非客籍顧客感受程度相較之下較低且新鮮感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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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覺感受：
完全沒有聽到音樂，不知道那天是沒有播放或是我沒注意到。（a）
有播放客家歌，但可能因為我是客家人的關係，已經聽的很習慣了，沒
有太大的感受。（b）
我去的時後人很多，所以沒有聽清楚音樂是什麼。（g）
我沒印象有放音樂。（f）
觸覺感受：
餐具沒特色，跟一般餐廳用的餐具材質一樣，不像有些其他公館的餐廳
會使用公館特色陶所作的餐具。（b）
我拿到的餐具有裂痕，這種餐廳應該要淘汰才是。（c）
視覺感受：
內外佈置算是有用心，看得出來有設計。（b）
我覺得外觀很特別，路過的時後我有多看一眼才發現有這家店的。（h）
裡面的佈置很古典，看得出想要走復古風。（i）
味覺感受：
菜色我覺得很普通，沒有特別的好吃，雖然有明顯的看到有加入紅棗去
佐料，可是嚐起來跟沒加的一樣。（a）
我覺得招牌菜都還不錯吃，口味是我很喜歡的。（j）
其實我吃過另一家也是以紅棗為主題的餐廳，我覺得那家比紅棗食府好
吃，但紅棗食府也沒有不好吃。（h）
除了一些菜色是比較特別的，其他我都覺得很像一般的餐廳。（f）
思考構面：
客家菜裡面放紅棗，第一次吃的時候覺得很有特色。（e）
我是跟住在雲林的家人一起去吃的，全家人都覺得每道菜幾乎都有紅棗
很特別，很明顯可以感受到紅棗食府的主題就是紅棗，很新鮮特別。（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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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過紅棗食府才發現原來紅棗可以跟這麼多客家菜結合，覺得很特別。
（j）
行動構面：
不會想買紅棗食府的相關產品，是因為我吃完後沒有覺得好吃，再來是
在吃的過程中我沒有因為享用了加了紅棗客家菜而更了解紅棗，對紅棗不了
解，怎麼會想要買呢？（a）
如果是我自己跟家人去吃，是不會特別買紅棗相關產品，畢竟是住在這
裡，想吃就可以吃啊！但如果是帶外地來的朋友來吃，會推薦朋友們買來當
伴手禮或紀念品。（e）
關聯構面：
基本上我覺得紅棗食府的名字算是取的不錯，講到紅棗會第一個想到
它。（a）
我自己是客家人，客家菜很常吃的到啊，對我來說客家菜也不過就是我
的家常菜，所以客家飲食文化我真的沒有特別的感受，可能因為那就是我的
平常生活吧！（d）
我覺得其他間的客家餐廳的「客家味」比較濃重，可能因為是紅棗食府
是紅棗創新料理的關係。（h）
我不太清楚公館的特產就是紅棗，我以為是因為紅棗食府特意想要以紅
棗為主題所以才會每道菜都有紅棗。（g）
不會因為吃過就特別改變飲食習慣，畢竟紅棗食府是合菜，但以後對於
客家菜倒是有不同的感受。（j）
我聽到紅棗當然會想到紅棗府食，一方面是它的名字有紅棗兩個字，另
一方面是因為我覺得很特別。（i）
說到客家特色餐廳我不會馬上想到紅棗食府，但紅棗食府會在我腦海中
名單內，應該有前五名。（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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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紅棗食府的客家特色不是很強烈，可能因為比較大間的關係吧？
我吃過小間的客家餐廳，所以小細節都看得到，那種的就會感受比較多一
些。（g）

（二）

在體驗價值中的「消費者投資報酬」，在客家籍與非客家籍顧客

心中呈現認同度偏低的情形；在「服務優越性」中，服務品質在兩者心中認
同度偏低，皆認為需要再多作加強，而在特色方面的感受，非客家籍顧客感
受高於客家籍顧客；在「美感」與「享樂性」中，對於內部環境及客家文化
感受，客家籍比非客家籍顧客感受程度低，與上述體驗行銷中相符，因多數
非客家籍顧客是第一次體驗客家文化而感受特別。
消費者投資報酬：
我覺得價格跟一般餐廳差不多。（a）
我不滿意紅棗食府的價格，舉例來說，它有一道菜是紅棗香腸，一盤要
價兩百多，但把那道菜的香腸拼湊起來就是一條而已，所以我覺得非常的不
合理。（b）
我是覺得紅棗食府沒有把價格區別出來，雖然菜單上有分兩千的菜色、
三千的菜色、四千的菜色給我們看，可是我點了四千的菜，端上來也不過就
是把兩千的菜多加了幾盤別的菜羆了，沒有感受到何謂四千的等級。（d）
我覺得菜量太少了，如果以這個價錢來看，是有點貴。（f）
在接受的範圍內，畢竟我去紅棗食府本來就不是因為便宜才去的，是因
為想吃紅棗料理。（g）
服務優越性：
服務人員可能是從「香港」來的吧！跟國際神祕客調查結果一樣，笑容
很少。（a）
我進去沒有馬上接待我們，那時後十二點，餐廳空無一人，是我到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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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把服務人員叫出來的。（b）
服務人員與我們之間的互動性不高。（c）
我去的那次人很多，但服務生叫了會馬上過來，這點還算是不錯。（e）
我第一次去的時後，對於紅棗食府的服務品質並不是很滿意，因為我們
是只開一桌，那時後同時有旅行團進來，可能因為對方人比較多，所以服務
人員一直沒有注意到我們這桌，有大小眼的感覺；直到第二次再去，才感覺
比較好。（i）
服務人員我覺得就是一般水準，沒有很糟糕，但是也不致於到可以誇獎
的地步，紅棗食府這方面可以再多訓練。（h）
苗栗公館地區還有很多其他好吃的餐廳，我不覺得紅棗食府具有領導地
位。（b）
以紅棗當主題的餐廳來說，紅棗食府算還不錯，公館也就兩家餐廳是以
紅棗為主題的比較有名，所以紅棗食府不是數一就數二。（e）
不可否認，以紅棗加入客家菜的想法確實是很特別，不是每家餐廳都有
的。（a）
我帶外地朋友來吃，他們都覺得很特別，在別的地方吃不到這樣子菜
色。（e）
我覺得紅棗食府提供的餐飲沒有專業性啊！感覺根本不是現煮的，是外
面人做好，它再拿來加熱的。（d）
客家菜很少有紅棗的，剛開始看到覺得很特別有趣，外面的朋友來的時
後我都會帶他們去這裡吃。（j）
棗莊也是以紅棗為主的餐廳，所以紅棗食府不算是唯一，但整體在客家
餐廳來說還算特別。（i）
我認為菜色很好吃又有特別，紅棗食府在飲食方面是有專業性的。（j）
紅棗食府是不差，但是在我吃過客家餐廳裡，它的飲食專業性不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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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h）

美感：
紅棗食府把還未用過的餐具一車一車的放在走道旁邊，上面完全沒有拿
東西蓋住，在視覺和衛生觀感上我覺得很糟糕。（d）
整體環境還算乾淨，看得出來有在整理。（C）
我覺得包箱的設計很好，讓人有比較不被打擾的空間，又可以享受美
食，在包箱裡面會比在外面的圓桌更容易注意到紅棗食府內的擺設佈置。
（i）
如果都是紅棗為主題的餐廳來說，它附近還有一家棗莊我覺得也很好
吃，略勝紅棗食府。（f）
享樂性：
我覺得來紅棗食府一定是大家一起出來吃飯嘛。所以氣氛算是好，忘記
生活壓力是有點太誇張了，但我想如果服務人員可以更主動一點，整個氣氛
會更好的。（a）
感覺不到什麼客家文化誒…我知道是客家菜，但客家文化…我就感受不
到，雖然我是客家人。（b）
紅棗食府裡面有客家花布、古物的樸實感，可以感覺得出有客家味道在
裡面。(g)
（三）

在行為意向中的，「忠誠度」中顯示，客家籍顧客再度光臨的意

願低於非客家籍顧客，而非客家籍顧客會因為紅棗與客家菜結合的創新料理
感到新鮮而再度光臨或推薦他人；「支付更多」在客家籍與非客家籍顧客感
受程度相當，皆認為價格提高或是高於其他同業並不適當。
忠誠度：
如果人家問我紅棗食府，我會跟其他人說。（a）
基本上是不會主動推薦紅棗食府。（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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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會第一個想到紅棗食府…有太多更好的餐廳了。（d）
除非有活動會是有人邀請才會去，自己是不會再主動去了。（b）
我去了兩次，第一次印象很不好，想說第二次再給紅棗食府一次機會，
可是還是覺得有待加強。（d）
朋友來想吃我還是會帶他們去，畢竟外地人會覺得比較新奇，況且紅棗
為主題的餐廳不多。（e）
我個人是挺喜歡紅棗食府的，如果時間夠會帶親朋好友去吃。（j）
如果有人想要吃紅棗為主題的餐廳，我當然會推薦紅棗食府，但客家餐
廳來說我會推薦比較原味的地方客家餐廳。（h）
同性質的餐廳，就我所知的有紅棗食府或是棗莊這兩家，我都會考慮，
如果人很多會選擇紅棗食府，畢竟場地比較大。（g）
有機會當然會再去吃，在別的地方就吃不到了。（i）
不會特別增加去的次數，苗栗這麼多客家餐廳可以考慮，可能是想吃點
特別的客家料理才會去紅棗食府。（f）
支付更多
價錢再高當然不妥，愈便宜愈好啊！（e）
看菜色有沒有變動，如果一樣的東西，價錢還更貴，會覺得不好。（a）
已經不太想去，價錢還更高，就會更不想去。（b）
我是不怕紅棗食府價錢更高，但你要物有所值，如果紅棗食府可以改善
我相信我很樂意再去一次，就算變貴了也無所謂。（d）

價錢當然是愈便宜愈好啊，如果貴一點但還在範圍內就可以接受。（j）
如果貴同業太多當然會比較不想去紅棗食府。（f）
從上面的訪談摘要來看，客家籍和非客家籍的受訪者對於紅棗食府的同意程
並不全是高的認同度或是全是低的認同度，但整體而言客家籍受訪者的同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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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低於非客家籍受訪者的同意程度。
從本研究的文獻探討可以得知，正面的體驗價值與行為意向，會受到體驗行
銷影響，而體驗行銷是「顧客心中的感覺」所形成，從訪談摘要中可以得知，客
家籍受訪者對於紅棗食府想要表達客家文化、客家創新料理的體驗感受都比較
低，非客家籍受訪者多數則覺得紅棗食府很新鮮特別、其客家文化及客家創新料
理要傳達的體驗感受相較高。因此不難看出為何客家籍和非客家籍的顧客在認同
程度上會有顯著差異性存在。

第五節
一、

線性結構方程模式分析
線性結構模式之建構

本研究主題是為探討紅棗食府的顧客體驗行銷、體驗價值與行為意向之研
究，並使用線性結構關係模式來驗證研究架構模型的因果關係及構念間相互影響
關係，本研究之線性結構模如下圖 4－1。

圖 4- 1 本研究之線性結構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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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式效度評鑑

效度評鑑包括三種檢定，一為違犯估計，若模式輸出結果有違犯估計之情
形，必須加以處理，否則隨後兩種檢定會是無效的；二是整體模式配適度檢定，
通過此一檢定表示模式整體上具有效度的；三為各變項之效度檢定，檢定的項目
為標準化參數是否顯著。
（一）

違犯估計
所謂違犯估計是指模式內統計所輸出估計係數，超出了可接受的範

圍，也就是模式獲得不適當的解（Improper solution）的情況。參照 Hair、
Anderson、Tatham 與 Black（1988）的定義，，所提出違犯估計的項目
有：
1. 負的誤差變異數存在。
2. 標準化係數超過或太接近 1（通常以 0.95 為門鑑）。
進行違犯估計之檢驗，茲整理研究中之參數估計值與誤差異變數，
如下表 4－19 與 4－20 所示。
表 4- 19 整體樣本線性結構模式變項參數估計表
參數

非標準化參數值

標準誤

P值

標準化參數
值

體驗價值體驗行銷

1.035

0.074

***

0.949

行為意向體驗價值

1.278

0.085

***

0.931

行為意向體驗行銷

1.308

0.067

***

0.894

感官體驗體驗行銷

1.000

***

0.890

情感體驗體驗行銷

0.933

0.069

***

0.731

思考體驗體驗行銷

1.176

0.063

***

0.869

行動體驗體驗行銷

0.985

0.061

***

0.795

關聯體驗體驗行銷

1.268

0.063

***

0.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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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投資報酬體驗價值

1.000

服務優越性體驗價值

1.153

美感體驗價值

***

0.755

0.078

***

0.912

1.038

0.071

***

0.901

享樂性體驗價值

0.855

0.070

***

0.781

忠誠度行為意向

1.000

***

0.950

支付更多行為意向

0.788

***

0.713

0.05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 20 整體樣本線性結構模式誤差變數估計表
測量誤

誤差變異數

標準誤

P值

e14

0.036

8.385

***

e13

0.006

2.716

***

e12

0.023

3.732

***

e1

0.009

8.674

***

e2

0.023

9.934

***

e3

0.015

8.999

***

e4

0.017

9.668

***

e5

0.014

8.524

***

e6

0.026

9.924

***

e7

0.011

8.406

***

e8

0.010

8.684

***

e9

0.016

9.827

***

e10

0.020

0.034

***

e11

0.039

9.903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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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4－27 可以看到標準化參數之參數值皆小於 0.95，表示其非為過大
的參數；由表 4－28 得知模式中並無負的誤差變異數存在，這些結果可以表
示此模型並未發生違犯估計之現象，因此可以進行整體模式配適之檢驗。
（二）整體模式配適度之檢定
有關研究模式配適度指標，本研究參考 Hair、Anderson、Tatham 與 Black
（1988）等學者的分類，將整體配適度指標分為三類：絕對配適度指標、增
值配適度指標以及精簡配適度指標。其中絕對配適度指標是用以決定理論的
整體模式之整體配適程度；增值配適度指標為一種比較性配適指標，用一個
比較嚴格的虛無模式來和理論模式相比較，以測量其配適比率改進的程度；
而精簡配適度指標則用以檢定模式的自由度與虛無模式的自由度之比率。本
研究將其準則和實際衡量結果彙整如下表 4－21 所示。
表 4- 21 線性關係模式整體配適度指標衡量標準與結果彙總表
配適指標

判斷準則

衡量結果

絕對配適度指標
X2

一般以卡方值 P>0.05 為判斷，意即模 0.000
式具良好的配適度。

GFI

愈接近 1 愈佳。

0.866

RMR

愈接近 0 愈佳。

0.019

RMSEA

愈接近 0 愈佳。

0.120

AGFI

愈接近 1 愈佳。

0.789

NFI

愈接近 1 愈佳。

0.929

CFI

愈接近 1 愈佳。

0.945

IFI

愈接近 1 愈佳。

0.945

增值配適度指標

精簡配適度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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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FI

愈接近 1 愈佳。（> 0.50）

0.71.

PGFI

愈接近 1 愈佳。（> 0.50）

0.72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經由 AMOS 分析工具進行分析後，可以得知本研究現在模式之配適度中
卡方值的 P 值未達標準，故本研究模型有修正與調整的必要。
（三）

模式個別變項之檢定
檢驗個別變項的效度，也就是觀察變項在其所反映的因素上的標準

化負荷量，亦可稱為標準化效度係數，若此種係數達到顯著即表示這些
變項可以用來反映該因素。本研究利用修正指標（MI Index）
，將 MI 值
最高的 Covariance 進行修正，經過多次的模式修正後，茲將重新估計的
整體配適度指標衡量彙整於表 4－22，並將修正後的各潛在變項之間的
關係及潛在變項與可觀測變項之間的關係、標準化迴歸係數、P-value
彙整於表 4－23，其路徑圖如圖 4－2。
表 4- 22 重新估計之整體配適度指標衡量總表
配適指標

判斷準則

衡量結果

修正後
衡量結果

絕對配適度指標
X2

一般以卡方值 P>0.05 為判斷，

0.000

0.530

意即模式具良好的配適度。
GFI

愈接近 1 愈佳。

0.866

0.976

RMR

愈接近 0 愈佳。

0.019

0.009

RMSEA

愈接近 0 愈佳。

0.120

0.000

AGFI

愈接近 1 愈佳。

0.789

0.950

NFI

愈接近 1 愈佳。

0.929

0.988

增值配適度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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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I

愈接近 1 愈佳。

0.945

1.000

IFI

愈接近 1 愈佳。

0.945

1.001

PNFI

愈接近 1 愈佳。（> 0.50）

0.710

0.575

PGFI

愈接近 1 愈佳。（> 0.50）

0.722

0.582

精簡配適度指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4- 23 修正後整體線性結構模式變項參數估計表
參數

非標準化參數值

標準誤

P值

標準化參數 關係

體驗價值體驗行銷

1.035

0.074

***

0.966

正向

行為意向體驗價值

1.278

0.085

***

0.947

正向

行為意向體驗行銷

1.372

0.073

***

0.943

正向

感官體驗體驗行銷

1.000

***

0.898

正向

情感體驗體驗行銷

0.933

0.069

***

0.704

正向

思考體驗體驗行銷

1.176

0.063

***

0.872

正向

行動體驗體驗行銷

0.985

0.061

***

0.769

正向

關聯體驗體驗行銷

1.268

0.063

***

0.894

正向

消費者投資報酬體驗

1.000

***

0.752

正向

價值
服務優越性體驗價值

1.153

0.078

***

0.909

正向

美感體驗價值

1.038

0.071

***

0.884

正向

享樂性體驗價值

0.855

0.070

***

0.742

正向

忠誠度行為意向

1.000

***

0.948

正向

支付更多行為意向

0.788

***

0.713

正向

0.05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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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線性結構模式分析後，可以得知各構面之間的關聯性。在體驗行銷
部份，以「感官體驗」最能夠反映到體驗行銷，路徑係數為 0.898；在體驗
價值部份，以「服務優越性」最能夠反映到體驗價值，路徑係數為 0.909；
而行為意向部份，則是以「忠誠度」最能夠反映到行為意向，路徑係數為
0.948。
在三大構面上，體驗行銷對於體驗價值，其路徑係數為 0.966，具有顯
著性的正向影響；體驗價值對行為意向，路徑係數為 0.974，具有顯著性的
正向影響；而在體驗行銷對行為意向，路徑係數為 0.943，具有顯著性的正
向影響，這與本研究的文獻與研究架構相符合。

圖 4- 2 模式標準化參數之估計結果

第六節

假說驗證

本節根據資料分析的結果，進行研究假說之驗證，以了解本研究的理論假設
在紅棗食府中是否得到實證上的支持，綜合本研究假設之實證結果彙整如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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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所示。
表 4- 24 假說驗證結果彙整表
研究假說

實證
成果

假設一：體驗行銷之不同體驗模組對整體體驗價值有顯著影響

成立

H1-1：感官體驗對整體體驗價值有顯著影響

成立

H1-2：情感體驗對整體體驗價值有顯著影響

成立

H1-3：思考體驗對整體體驗價值有顯著影響

成立

H1-4：行動體驗對整體體驗價值有顯著影響

成立

H1-5：關聯體驗對整體體驗價值有顯著影響

成立

假設二：不同體驗價值對整體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

成立

H2-1：消費者投資報酬對整體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

成立

H2-2：服務優越性對整體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

成立

H2-3：美感對整體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

成立

H2-4：享樂性對整體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

成立

假設三：體驗行銷之不同體驗模組對整體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

成立

H3-1：感官體驗對整體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

成立

H3-2：情感體驗對整體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

成立

H3-3：思考體驗對整體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

成立

H3-4：行動體驗對整體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

成立

H3-5：關聯體驗對整體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

成立

假設四：人口統計變項對體驗行銷、體驗價值與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

部份

（性別、居住地、籍貫）

成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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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第一節

結論與建議

結論
根據本研究之描述性統計分析實證結果顯示：

一、

目標市場
至紅棗食府消費族群以 21～40 歲具專科與大學學歷以上之服務業為

主，然而為了提高營收開始大量接受團客，但因為配合團客整體行程時間的
規畫分配，用餐時間多為一個小時左右，而深度體驗往往需要較長的時間，
面對用餐時間較少的目標市場，紅棗食府必須改變或增加體驗行銷方式。
二、

創新經營，品牌辨識度高：
在體驗行銷、體驗價值與行為意向之基本統計分析結果顯示，在體驗行

銷方面，以思考體驗、關聯體驗同意程度最高，顯示利用不同的方式詮釋傳
統客家菜，將紅棗與客家菜結合的創新料理，成功的使顧客感受到新奇感，
更貼切的符合「紅棗食府」品牌。

三、

美感行銷，正面形象：
體驗價值方面，以美感同意程度最高，其次為服務優越性，顯示紅棗食

府整體環境設計得到顧客認同，而在專業性及獨特性更是在顧客心中留下印
象；行為意向則是以忠誠度同意程度最高，表示多數的顧客願意再次消費或
介紹他人前往，最低為支付更多，這與體驗價值中的消費者投資報酬同意程
度最低相呼應。
人口統計變項對體驗行銷、體驗價值與行為意向各構面的變異數分析結
果顯示如下：
一、

不同的性別對於體驗行銷、體驗價值有顯著差異，女性顧客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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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又比男性顧客同意程度高。
二、

不同居住地對於體驗行銷、體驗價值與行為意向有顯著差異，桃園、

新竹、苗栗地區的顧客同意程度比其他地區低
三、

不同籍貫對於體驗行銷、體驗價值與行為意向有顯著差異，非客家

籍顧客的同意程度高於客家籍顧客的同意程度。
相關性研究結果顯示，體驗行銷、體驗價值與行為意向三者之間具有高度正
相關性。
線性結構分析顯示，與體驗行銷最有關係的是感官體驗；與體驗價值最有關
係的是服務優越性；而與行為意向最有關係的是忠誠度。而在體驗行銷、體驗價
值與行為意向中，三者關係皆為正向關係，與相關性研究的結果相符合，其中比
較特別的是，體驗行銷與行為意向的路徑係數中，若是將體驗價值做為中介因子
會比沒有將體驗價值做為中介因子還高。
一、

體驗行銷與體驗價值之關係
本研究假設良好的體驗行銷會帶給消費者正向的體驗價值。經實證結果

顯示，「感官體驗對體驗價值有顯著影響」、「情感體驗對體驗價值有顯著影
響」
、
「思考體驗對體驗價值有顯著影響」
、
「行動對體驗價值有顯著影響」
、
「關
聯體驗對體驗價值有顯著影響」，表示體驗行銷之模組能夠影響顧客產生不
同的體驗價值，不同的體驗會造成顧客不同的回應。
二、

體驗價值與行為意向之關係
本研究假設良好的體驗價值會帶給顧客正向的行為意向。經實證結果顯

示「消費者投資報酬對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
、
「服務優越性對行為意向有顯
著影響」
、
「美感對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
、
「享樂性對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
，
故顧客價值越正面，對有利的行為意向有正向的影響。
三、

體驗行銷與行為意向之關係
本研究假設良好的體驗行銷會帶給消費者正向的行為意向。經實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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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感官體驗對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情感體驗對行為意向有顯著影
響」
、
「思考體驗對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
、
「行動對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
、
「關
聯體驗對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故體驗行銷正面感受越大，正面的行為意
向則會越大。

第二節

建議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企業規劃一套具有明確主題性與多樣化的消費體驗，透
過適合的體驗活動形式有效的傳達，是可以提升顧客感中的價值與增加正面的行
為意向。本研究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一、

複合式經營增加附加價值
隨著多元化社會的形成，人們的消費行為也有所改變。以往功能性考量、基

本生活需求維持的產品不再滿足消費者，感官的刺激、多元的內涵、甚至是經驗
的增長都成為吸引人們消費動機的主要因素，也由此可應證，體驗經濟市場在近
年來逐漸成熟、成為主流，此發展趨勢是經營者不可忽略、應審慎考量並作為企
業經營的營運策略。
紅棗食府的經營者亦意識到體驗經濟的影響力，目前有意朝複合式經營的方
向規劃未來的企業發展。將利用紅棗食府後方閒置土地建造「紅棗博物館」，可
以達到以下目的增加其附加價值（一）增加顧客停留時間、（二）利用「參觀博
物館用餐打折」或是「用餐博物館免門票」之行銷方式達到綜效、（三）在客家
慶典「紅棗季」中開放免費導覽參觀，增加顧客對紅棗的了解及光顧紅棗食府意
願。雖然這些行銷手法並非新穎的經營策略，但根據本研究調查結果證明，消費
者對於紅棗食府現階段以紅棗為主題的特色餐廳已有相當程度的認同，但在體驗
價值的「享樂性」及行為意向的「忠誠度」等評價方面尚有相當努力的空間。未
來若結合紅棗博物館或其他相關內容等複合式經營方式，除了能改善現有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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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並能夠符合體驗行銷策略的複合式經營概念：增加產業的附加價值以及正面
印象的產生等要素，對於提升台灣獨一無二的紅棗產地之特色餐廳－紅棗食府在
現有的消費市場當中的獨特性、不可取代之優勢，勢必有相當大的助益。因此，
本研究建議，複合式經營增加附加價值為紅棗食府未來的經營方針之ㄧ。
二、

品牌辨識度

近年來，客委會的成立，開始推廣大眾認識客家文化內涵，飲食文化是其中
重要的一環。隨著客家文化知名度逐漸上升，客家飲食受到許多顧客喜愛，客家
餐館如雨後春筍般迅速出現，但客家飲食多為「油、肥、香」，使現代愈來愈來
注重養生的顧客退避三舍。而紅棗食府將傳統與現代相融；客家菜與公館在地特
產紅棗的結合，推出客家創意料理，主打「養生客家飲食」，顧客在選擇上不但
可以享用到傳統客家飲食之美味，亦可兼顧養生原則。
本研究調查顯示，體驗行銷中的「思考體驗」構面中，發現紅棗食府的獨特
性在顧客心中有深刻印象；體驗價值中的「美感」與「服務優越性」認同度最高，
亦表示紅棗食府產品在顧客心中的同類餐飲業者之間，具有不可動搖的地位；但
在行為意向中的「支付更多」認同度卻相對較低，意味顧客不願意再支付更多的
金額享受相同程度的體驗。為了使顧客願意付出更多，紅棗食府應該增加其「品
牌辨識度」
，利用養生客家飲食定位強調原有的客家菜特色依舊，但是多了健康、
多了養生。在顧客心中地位自然與其他客家餐廳有所提升與區隔，辨識度增加，
品牌價值也隨之提高。因此，本研究建議，增加紅棗食府品牌辨識度為紅棗食府
未來的經營目標之一。
三、

掌握不同目標族群

根據籍貫對體驗行銷、體驗價值對行為意向之檢定分析發現其他地區且非客
家籍的顧客在體驗行銷、體驗價值與行為意向的同意程度都較桃園、新竹、苗栗
地區且為客家籍的顧客同意程度高，因此將紅棗食府顧客分為兩大族群，一為桃
竹苗客家籍族群；二為非桃竹苗非客家籍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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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紅棗食府的體驗主題－紅棗與客家文化對於非桃竹苗非客家籍的顧客
有相當程度的吸引力，紅棗食府應以此族群為主要訴求對象，將紅棗食府的體驗
消費在此族群定位為「欲了解客家飲食文化、享用客家紅棗創意料理、感受客家
文化氛圍的第一選擇」，利用全國性的旅展或全國性客家慶典等，將紅棗食府向
其他地區推廣。
雖然桃、竹、苗客家籍的顧客同意程度較低，但都有普通到滿意之間，意味
著紅棗食府有一定的水準存在，可配合本研究在其他建議所提出的看法加以實
現，藉此提升認同感。
四、

體驗活動內容之規劃

完善的體驗活動規劃，是感動顧客及提升認同感的不二法則；本研究發現紅
棗食府最能夠反映體驗行銷的構面為「感官體驗構面」，亦指紅棗食府若是在此
構投入更多心力，可以提高顧客對於體驗銷行之認同感；而最能反映體驗價值的
構面為「服務優越性構面」，表示紅棗食府若是在此構面加強顧客感受，對於提
高顧客在體驗價值之認同感有相當成效。而體驗行銷與體驗價值認同感上升，相
對會正面增加行為意向中的「忠誠度」與「支付更多」的顧客認同感。以下是對
於體驗活動內容，彙總如下。
（一）持續開發與紅棗結合的創新客家料理以維持獨特性
（二）每個月搭配不同客家相關主題佈置內外觀增加視覺新鮮感
（三）播放流行客家歌曲或是提供客家歌手現場演唱增加聽覺享受
（四）餐具可以換成具有當地特色的公館陶材質加強使用觸感
（五）服務人員的服務品質增加訓練以提高水準及保持一致性
五、

行銷宣傳

紅棗食府的顧客群是以外地團客為主，但根據研究統計結果指出，受訪者有
一半是經過「親友推薦」後才得知道紅棗食府，顯示紅棗食府對外行銷推廣是以
「口碑行銷」為主，這也表示紅棗食府在其他行銷推廣方式稍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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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變遷之下，行銷的手法多元， 從早期電視網路的不發達，想要知道
產品資訊必須到店家主動詢問，而今發展至顧客不出門仍知天下事，現在許多顧
客習慣在網路上搜尋想要的資訊，因此本研究以下建議幾點：
（一）

「口碑行銷」轉為「鼠碑行銷」
鼠碑行銷是指利用電腦滑鼠形成口碑的傳遞，時下流行的網路社群

是可善加使用的利器，紅棗食府可成立「粉絲團」或是舉辦線上優惠活
動，將紅棗食府推廣至更大的地區。
（二）

置入行銷於客家慶典
以「桐花季」與「紅棗季」為例子，紅棗食府可將自已定位於「慶

典活動的導遊」，當顧客有意願要來參加客家慶典活動而搜尋相關資訊
時，紅棗食府可在自身網站放入相關的資訊，以及在公部門所印製的手
冊予以顧客來店優惠，使得紅棗食府增加在慶典中的曝光度及顧客心中
專業性和獨特性。
不過，所有的行銷宣傳都立基於一個原則之下「價格伴隨著價值，而創造價
值的，就是產品本身」，若是產品不夠好，再多的宣傳活動成效是短暫的，因此
產品品質的維持，是紅棗食府不可忘記的初衷。
六、

與在地文化與意象連結

上述幾點建議多是以「紅棗食府」為本位出發點去構思，本研究認為紅棗食
府自身的體驗活動設計中的「客家文化感受」可以與當地公館黃金小鎮主題結
合，進而形成一個景點循環，紅棗食府可以是循環的起點，也可以是終點。
起點是為顧客利用紅棗所作成之客家創意料理介紹紅棗之特色與起源，而終
點則是在顧客即將結束的行程中，使顧客感受到不同的客家菜而感到新奇，發現
公館紅棗的特色，為顧客們帶來更多的選擇和多樣性的體驗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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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雖力求嚴謹的研究方法，但由於時間及人力成本的考量限制下，例有以下
幾點限制：
一、 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方式，無法全面了解填答時的真
實程度，只假設受訪者皆依問卷據實回答。
二、 本研究僅利用體驗行銷與體驗價值之因素來衡量顧客行為意向，對於
其他可能影響因素，不在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內。
三、 本研究是以紅棗食府為研究對象，因此其它餐廳的業者所應對之消費
族群、地理空間環境不盡相同，因此本研究的研究結果與推論，並不全盤適
用於其它業者。

第四節

後續研究發展

本研究只能提供有關體驗行銷研究之基礎，但仍有其他議題及影響因素值得
繼續研究並加以突破。對此研究方向有興趣者，其後續建議研究方向如下：
一、 隨著大陸觀光客的增加，可以將此加入人口統計變數中做為差異顯著
性的分析。
二、 以紅棗為主的客家餐廳不止紅棗食府，可以將其他以紅棗為主題的餐
廳或是以客家菜為主的餐廳納入研究對象，並加以比較。
三、 本研究僅以顧客角度去探討紅棗食府之體驗行銷、體驗價值與行為意
向三者間的關係，並未從該餐廳業者的產業進行探討與分析，建議後續研究
者可朝這方向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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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問卷
親愛的受測者，您好：
感謝您百忙之中填寫本問卷，這是一份關於消費者體驗的碩士論文問卷，目
的在了解您於「紅棗食府」消費後，對苗栗地區客家特色餐廳的看法。本問卷採
匿名方式，所有資料僅供學術參考，不移作其他用途，請您放心填答。誠心感謝
您的協助與耐心填答，使本研究得以順利完成。
敬祝

身體健康

平安喜樂
國立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所
指導教授：范以欣 博士
研究生：莊郡綉
E-mail：chuang.chun.hsiu@gmail.com

請依照您的經驗填寫本問卷。如果您「非常同意」該題的敘述，請選擇最左邊的
□打 v;如果您「非常不同意」該題敘述，請選擇最右邊的□打 v，其他以此類推。

非
常
同
意

第一部分：體驗行銷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紅棗食府的餐廳內的佈置會吸引我的注意

□

□

□

□

□

2． 紅棗食府的外觀環境會吸引我的注意

□

□

□

□

□

3． 紅棗食府播放的音樂會吸引我的注意

□

□

□

□

□

4． 紅棗食府的菜色嚐起來美味可口

□

□

□

□

□

5． 紅棗食府的菜色香氣聞起來宜人芳馥

□

□

□

□

□

6． 紅棗食府的餐具材質摸起來質感良好

□

□

□

□

□

7． 在紅棗食府消費會讓我產生快樂的感覺

□

□

□

□

□

92

8． 紅棗食府結合當地食材所作的創新料理使我覺得特別

□

非
常
同
意

□

□

同
意

普
通

□

不
同
意

□

非
常
不
同
意

9． 來紅棗食府消費後，我發現用餐也是一種享受

□

□

□

□

□

10．在別的餐廳享用不到類似的在地特色風味餐

□

□

□

□

□

11．在此消費後，使我改變對飲食消費的習慣

□

□

□

□

□

12．在此消費後，我會想購買有關紅棗食府相關的產品

□

□

□

□

□

13．在此消費後，我對紅棗食府的產品更加認識

□

□

□

□

□

14．在此消費後，看到該店的商標就會想到此餐廳

□

□

□

□

□

15．在此消費後，對於客家飲食文化有更深的認識

□

□

□

□

□

16．在此消費後，更加認識紅棗在公館的獨特性

□

□

□

□

□

17．在此消費後，認為紅棗為代表公館的特產

□

□

□

□

□

18．在此消費後，聽到關於紅棗的訊息會聯想到紅棗食府

□

□

□

□

□

□

□

□

□

□

□

□

□

□

□

19．在此消費後，聽到苗栗客家特色餐廳的訊息會聯想到
紅棗食府
20．在此消費後，認為紅棗食府為具有客家特色的代表餐
廳
第二部分：體驗價值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紅棗食府價格讓我感到很滿意

□

□

□

□

□

2． 紅棗食府的服務品質很好

□

□

□

□

□

3． 紅棗食府所提供的飲食是具有專業性的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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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4． 紅棗食府為同類餐飲業的領導者

□

□

□

□

□

5． 紅棗食府具有別家餐廳沒有的特色

□

□

□

□

□

6． 紅棗食府的產品對我很有吸引力

□

□

□

□

□

7． 紅棗食府整體環境非常好

□

□

□

□

□

8． 我喜歡紅棗食府餐廳的設計風格

□

□

□

□

□

9． 紅棗食府非常具有娛樂趣味性

□

□

□

□

□

10．紅棗食府非單純滿足食慾、同時也帶來歡樂

□

□

□

□

□

11．在紅棗食府讓我忘記生活壓力

□

□

□

□

□

□

□

□

□

□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2．紅棗食府營造氣氛與擺設讓我沉浸在充滿客家文化的氛
圍中
第三部分：行為意向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1． 我會向其他人分享紅棗食府的特色

□

□

□

□

□

2． 當有人徵詢我的意見時，我會推薦紅棗食府

□

□

□

□

□

3． 我會鼓勵親朋好友至紅棗食府消費

□

□

□

□

□

4． 當我需要到同質餐廳用餐時，會以紅棗食府為第一選擇

□

□

□

□

□

5． 未來幾年，我到紅棗食府消費的頻率會增加

□

□

□

□

□

6． 我下次會再到紅棗食府消費

□

□

□

□

□

7． 如果紅棗食府的價格提高一些，我還是會繼續消費

□

□

□

□

□

8． 如果紅棗食府的價格高於其他同業，我還是會繼續消費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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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基本資料（僅供研究統計之用，請安心填寫）
1． 性別：□男、□女
2． 年齡：□20 歲以下、□21~30 歲、□31~40 歲、□41~50 歲、□50 歲以上
3． 教育程度：□國中(含)以下、□高中職、□專科及大學、
□研究所（含）以上
4． 職業：□學生、□家管、□軍公教、□農林漁牧業、□製造業、□服務業、□自由
業
5． 月收入：□10000 元(含)以下、□10001~20000 元、□20001~30000 元、
□30001~40000 元、□40001~50000 元、□50001 元(含)以上
6． 請問這是您第幾次來消費：□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第四次、□第五次(含)以上
7． 請問您每次平均的消費金額：□1000 元(含)以下、□1001~2000 元、
□2001~3000 元、□3001~4000 元、
□4001~5000 元、□5001 元(含)以上
8． 居住地：□大台北地區、□桃園、新竹、苗栗地區、□台中、彰化、南投地區□雲
林、嘉義地區、□台南、高雄、屏東地區□宜蘭、花蓮、台東地區□離島
地區、□其他
9． 請問您平均消費時間為多少：□1 小時內、□1 至 2 小時、□2 至 3 小時、□3 小時
以上
10．請問您是從何處得知紅棗食府(可複選)：□網路媒體、□電視廣告、
□報章雜誌、□親友推薦、
□路過得知、□公司聚會、
□參加宴會、□旅行社推薦
11．請問您前往紅棗食府的方式為：□自行開車前往、□旅行社安排、
□公司社團活動安排
12．請問您的籍貫：□客家、□非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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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訪談紀錄
一、時間：2011 年 11 月 17 日、訪談對象：紅棗食府－羅老闆
問：紅棗在面臨台灣加入 WTO 時，是否面臨衝擊?如何應對?
答：你說是那一方面的影響?
問：例如說，是銷售…或是…
答：紅棗目前來講是不夠的，量是不夠的，因為它才六十萬公斤，所以，大概有
百分之七十都是要仰賴大陸進口，因為紅棗對漢人在生活上是息息相關，因為這
是一種養身的東西嘛，然後它也是很吉利的水果，比如說：出生、結婚都是要拿
來當供品，健康方面更是不用講嘛，中國人對於吃比較有研究，他在這些食材研
究裡面，都會把紅棗放在飲食裡面。
問：所以就是說，大陸的紅棗本來就是已經在台灣存在的。
答：對。
問：也就是說市場供給小於需求嘛，不會發生市場全部被大陸市場攻佔之類的。
答：喔~那個不會，這個不會，因為本來這個進口的比例就佔了七八十嘛，所以
這個影響不大，但我們現在的這個目標是，怎麼讓這個唯一的產地「公館」來變
成一個經濟的作物，就是把價碼拉高，所以我們才會推所謂的光觀果園，去年不
好，前年也不好，因為氣候的關係。因為它的花非常的小，只要一下雨就會被打
掉，所以，我們最怕它年過後到三月份這段時間下大雨，因為這是它的開花期，
就是春天，它是夏天的果嘛，所以我們最怕就是梅雨季了，如果一落花，我們就
糟了。
問：那可以幫紅棗搭蓬子或做雨傘之類的。
答：哈。那面積太大了，六十公傾快七十公傾，那面積很大誒。
問：那所以就沒有辦法嗎?
答：對啊。沒有辦法，那是因為地型的關係，因為這三個村是在後龍溪的中間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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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它這個東北季風來的時後，從台灣海峽，剛好在這個地方回轉，在後龍溪的
這個地方是九十度的轉彎，風它不會轉，風就停住，所以不會往山裡走。就會在
這裡滯留，風大沒有關係，就怕它帶來雨水，就會直接把那個芽打掉。
問：那我還想請問的就是說，像我們台灣的跟大陸的比起來，價格上是比較有優
勢，在產品上會不會發生魚目混珠的事情。
答：不會。不可能。
問：不會喔。因為我是有從新聞上聽到說，有台灣農產品因為大陸的產品過於相
似，被冒充之類的。
答：因為紅棗的就是不一樣的，因為大陸進來的就是沒有子。裡面的種子會打掉，
因為要保存的關係。如果它的皮是完整的，在怎麼灑濃藥，它就是有個保護模，
就進不去，為了要保存，在把子打掉的時後，他會噴那個二氧化硫就，然後是雙
氧水，讓那個鮮亮，再來是防腐，所以煮起來的時後不一樣，閩南話是叫「起泡」
啊，那個就是二氧化硫啊。
問：喔~那個就是呀。
答：對啊，因為你的大陸的產量這麼大，保存技術又沒有台灣的好，像這種天然
的東西，你不讓它透氣，它會發芽啊，紅棗也是啊，它雖然已經曬乾了，但它還
是果糖，熱的話就會發霉，不能用，台灣來講的話，就是產量少，就是我們台的
灣的農民技術比較好，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們的這個果粒也好、口感也好，也會
比大陸好很多。
問：喔~那還想問的是，紅棗季成立的原因，當初的背景、目的是什麼，那參與
的人，農民、協會或政府等，是怎麼去互動參與的?
答：那…這個…紅棗的演進當然是很早啦，超過一兩百年了。那過去是，因為它
跟漢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嘛，過去是在喜慶來用，後來就當成藥，因為它這個生長
的環境過程很奇怪，雖然種子會發芽，但存活率不高，就跟竹子一樣，它是從根
部裡面，發出芽，等於是說從一個節一個節中發芽出來，等於是要分枝、分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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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然後種到別的地方。那在漢人過來這邊之後呢，全省有「公館」這兩個字，
幾乎都是原住民跟漢人械鬥、貿易的地方，為什麼叫公館，是因為裡面住了很多
的自衛隊，原住民要下山來，他們有出草的習慣，這是一個防衛的工具，公館鄉
過去來講有兩甲地過去是用後龍溪的石頭來堆成，有七呎高、六呎寬。但你這個
對原住民來講，他們都是天天在山裡跑，這種高度對他們來說是沒有什麼的阻
礙，所以只好想盡辦種一些植物，例如說是刺竹啊，那種長很多刺的竹子，還有
那個奇蓮花，它也是長了很多刺，當一個防衛的工具，這對原住民影響也是不大，
剛好有了這個紅棗，它的特性就是它的根會愈長愈密，這個紅棗樹就變成一個很
堅實的防衛工具，因為它一顆會愈長愈密，連蛇都跑不進去的啊。它那個大概是
兩公分長的刺，很尖，每一片葉子都會長，等於是說形成一個很好的防衛工具，
這個就是說，所謂平埔同化之後，原住民都被趕到山裡去了，等於漢人和原住民
之間的衝突愈來愈少。紅棗這東西愈來愈密也是不行的啊，用量也愈來愈大，於
是漢人就把它給分株了，那第一代第二代已經沒了，現在第三代已經分不出來是
那一顆了，就在那裡一直繁衍下去，那為什麼紅棗會在公館南端這三個村，是說
那裡以前是後龍溪的河床，所以土層不高，大約是兩台呎而已，透水性很好，風
是由西往東吹，白天吹來的這個暖空氣有夾帶著海水，就有一點稀有原素，剛講
到說這裡的地形是轉彎九十度，所以暖空氣會滯留在這個地方，大約到了晚上六
七點的時後，東邊「加里山」兩千兩百公尺，還有雪山山脈，冷空氣就會往下沉
降，就會跟白天的暖空氣在剛講那三個村會合，造成霧氣，冬天會比較早，而紅
棗的特性就是，它不需要太多的水，但是要霧氣，所以早上之後，在這三個村屋
簷都會滴水，那就是霧氣造成的，所以它這個原生來講，是從河北山東、雲南貴
州，這兩個地方的高度都比較高，大概在一千到一千五百公尺的地帶，透水性高、
霧氣很大，這就是為什麼台灣唯一的產地會在這裡是一樣，我們賣的紅棗苗很多
嘛，但是效果不好，因為沒有那個地理條件。
問：所以紅棗才變成是公館特有的。那紅棗聽羅先生這樣子說，歷史已經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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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為什麼是近年來才有這個紅棗季?
答：喔~那個是…大概是在十一二年前，那時後客委會是在推動「落實族群客家
文化」嘛，那時後在推動的時後，就有所謂的客家電視台啦，客家的一些產業要
讓它們興起，那個主要辦起這個活動的是叫「賴森賢」
、
「歡樂田園」那個地區，
就是現在的黃金小鎮，開始辦的，提出這個案子後，客委會覺得還挺認同的，那
時後有兩個活動，第一個是紅棗季、第二個是黃金雨。那為什麼叫黃金小鎮呢，
就是台六線，就是那個農業改良廠到福基派出所這段，路邊很多阿勃勒樹，它跟
紫藤樹一樣，都是一大串一大串的，它是外來種，從泰國、馬來西亞那裡傳來的，
它這個一串，是先來花再來葉再來才是種子，所以滿條路都是黃黃的花，地上都
是鋪滿了落下的花，所以才叫黃金小鎮，才來推動黃金雨。
問：現在還有黃金雨嗎?
答：現在沒有了，因為道路拓寬的關係，阿勃勒樹就比較少，劉縣長現在把那個
119 線，就是延山道，兩邊開始重新種了，到客屬大橋那裡，開始要重現這個黃
金雨的景象。
問：所以紅棗季開始的原因是因為剛好有人提出，又加上客委會的支持才開始的
嗎?
答：對對。客委會的支持。
問：那當初在地的居民就也包含農民或業者，是全體都是讚同的態度嗎?還是有
不同的聲音出現?
答：呃…以棗農來講，這是加分嘛，只是說，分兩半啦，一個是積極的參與，另
一個部份就是觀望。因為對他們來講，就已經有銷售的管道。
問：就觀望的這部份來說，是覺得不參加也沒有關係，反正也賣得出去。
答：對啊。而且年輕人都在外面啊，這三個村幾乎都是老人家，多的收益都是多
的私房錢嘛，年輕人在外面打拼也是會養他們，這些農民的重心沒有放在這個地
方嘛，因為不是以這個為生，所以就不會那麼積極。那些把重心放在棗園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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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的農民就會積極很多。所以在九十二還九十三年，那時後棗莊開始營業，棗
農開始成立兩個班，這兩個班的班長就有來找我，叫我協助他們，銷售的部份。
心裡想大家都是鄰居嘛，官方講法是敦親睦鄰。那時後也真的覺得沒什麼，就叫
他們產季的時後，把這些紅棗擺在棗莊門口，愛怎麼賣就怎麼賣。
問：等於是說借他們一個場地給他們寄賣就是了。
答：對。反正我們棗莊也是有棗園嘛，那時後共有 143 戶棗農，有這麼大的組織，
我就招集所有的棗農嘛，那時後來了 40 幾位，把農業改良場還有鄉公所一起找
來一起指導嘛。他們才是真正的主管單位，我只是義務好心的幫忙，那進一步到
底是要怎麼做?大家必需要有一個串連合作的概念，召集那個會的原後，很失望，
因為那時後主管單位並不是很熱中，要怎麼推?照道理講，你農會是第一線的主
管機關嘛，他有推廣窗口嘛，這種應該是由他們來協助農民，不會是我嘛，所以
我就冷掉了，那之後我也跟班長講，這樣子不行，農會都不管，我沒有理由踩進
來嘛，我不能喧賓奪主嘛，我是業者。
問：畢竟他們是政府，應該要帶頭跑…
答：對對。底下有困難，要跟上面反應後，上面的人應該要想要另一種方式，怎
麼去疏通，要怎麼才能讓他們獲得利益，或是有停損點等。但他們那時後的態度
好像又是不關他們的事，產季又迫在眉節，要怎麼辦?我只好硬著頭皮，用「共
同運銷」的方式，就是這 143 戶通通進來，借了一個場地，請工讀生來做銷售和
品管。
問：等於是說做了一個大賣場。
答：對啊。而且也有連繫家樂福、大潤發、台北的高雄的都有。但因為第一次辦，
我們也是外行人，大大小小都進來，工讀生請的挺多的，工讀生要挑果，見不得
人的要挑掉，花費相當大的成本和時間，但所有的農人都沒有這個管銷的觀念，
所以，你不能跟他要錢啊。不能跟他們說要收這個管銷費用，例如說是十萬，有
143 戶，每戶收個 5000 做為我請工讀生、場地、交通、通路的費用，你講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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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聽不懂啊，頭兩三年等於是我在繳學費，後來這段時間，農民已經注意到這
個環節對他們有幫助，等於現在是由我來主導，100 戶我來挑個 10 戶，但我不
能講，我也不能訂契約，所以我就在產季前，兩個半月左右，去看，看那一家的
栽種方式、施藥、施肥、管理方式是不是府合我的條件，我在私底下去跟他們說，
這是很特殊的默契，你從第一顆到最後顆我都用同樣的價格收，不會因為產量多
或少而有所改變。今年我從十家衝到十五家，我都 ok，只要你府合我的條件，
我就接受，要我協助，可以，但不是透過我這裡，大家還合作的挺不錯的。
問：因為一方面品質也夠啦…所以羅先生在一開始就是扮演著推動的角色囉
答：因為他現在主要是台灣唯一的產地，在地產業的一份子，我們也有義務把這
些東西一起帶起來，現在不是誰比誰強的問題，但是不是能彼此能夠鏈結起來，
把它整個做大變成一個盤面，單打獨鬥是沒有辦法，你看故宮，它有幾千年的文
化在裡面，有個資源在，所以歷久不衰，全世界的人都會來看，但你這個紅棗產
業不一樣啊，雖然你是全省唯一、全省第一，但你量有限嘛，誰會為了你這個東
西專程來?所以我們才成立這個觀光果園還有這個產銷班，你來我還協助你設
計，所謂的這個觀光、遊覽的路線，例如你從台北來，到苗栗是十點、十點半，
離吃飯時間還有一個半小時，你可以去採果，或者是你可以到桐花公園、農業改
良廠去參觀，或是別的地方，形成一個 cycle，這樣子他們的接受度就會高，來
的時後都會帶一些東西走，這比我們在這邊推的量還大，因為觀光客都開車嘛，
買的不止是自己的，還有要送人的部份，伴手禮啦。所以他帶的比我們賣的還要
多。
問：其實也還挺佩服羅先生，一般來說都要有一定的熱情在，那你當初怎麼會想
踏入…唔…也不能說是渾水，是說怎麼會想要走入這一塊?是因為單純想說這只
是我的家鄉?還是…?
答：這應該是這樣子講啦，因為這三四十年來我都從事化工，在這塊來說是外行
啦，就群朋友覺得這個是有前瞻性，那我也來參一腳吧。參一腳的話，以我們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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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人員來講，就只是休閒嘛，有利潤的話，就當作另外一種的零用金啦，就不會
讓自己的子女覺得有更大的負擔，這是當初的想法，但踩進去的時後，才發現不
是這麼一回事，但問題是你踩進去，你沒有辦法退出啊，錢都已經放進去了，就
以我們這種做化工的來講，我們就必需要很分秒必爭，一點一滴去分析，你要認
真去做，方向把它弄對，先了解整個情況，幾乎每家每戶都能打通，了解整個盤
面，它在種什麼東西，它的量有多少，在這樣的狀況之下，談話中得到他們的訊
息，他們想什麼，想做什麼?比如說種芋頭來講，成功失敗，失敗是為了什麼?
他們會講，用這種方式去往前走。
問：所以紅棗季帶來的影響，就是說公館的紅棗在有紅棗季這樣子的活動前後比
較之下，是有這個活動後才比較有名的嗎?
答：到目前為止，有很多人還不知道紅棗在公館，最大的原因是說，它的量太少，
而且這種東西每天都在用，百分之七八十都是進口的嘛，在這種情況之下，沒有
本地或外地產的這種觀念嘛，只要有得用就好，八九年來，在這樣子推推推的時
後，才知道重要性在那裡，連續好幾年，在產季的時後，可以說是車水馬龍，好
像有一年是…台灣外貿會的董事長來，說要來幫我們賣，一次就要一個貨櫃。可
是紅棗一個這麼小，根本就不夠他裝啊，後來我也沒有去進行，進行也沒有用，
因為就是量不夠嘛，有大板的老闆要客家人的粽子，我就說好啊，請我的媽媽和
太太做給他回家吃，但他說不是，他要一整個貨櫃。那時後根本不可能啊，但現
在是可以了，因為客家粽，每個人都會嘛，高雄也行啊、台北啊、台東啊，而且
交通又這麼方便，但那個 SOP 是要怎麼做，喔，例如說在年底 12/31 號前要，我
們就提早做好了，我們提早半個月前到貨，我們就剩檢驗，好的就留著壞的就退
掉了嘛。在做之前，我們會有 SOP 的講習嘛，料是什麼、大小是怎樣、重量等
等的，我們要先講好，就可以按規定，所以現在來講是可以的。我們現在就是要
告訴農民這個觀念就是說要打群架嘛，才會贏。像今年就不錯，我們農會就踩進
來了嘛，我的部份是我的，不會有衝突，農會進來的話我們價格就提高了，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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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哈哈笑了嘛。
問：那所以農會的態度就開始改變了嘛…
答：因為總幹事換人了啊~
問：喔~因為在位者的關係。因為您剛有提到說，一開始比較消極，現在卻比較
積極，是從換了總幹事開始。
答：對啊。換了一個人就換了一個腦袋。
問：紅棗季對於紅棗產業的影響，就是從單打獨鬥到團結對外銷售，對整體來說
還是好的影響，那有不好的影響嗎?
答：沒有。基本上是沒有。因為現在農會踩進來了，有公信力嘛，大家就會注目
到這一點。當然有好多的棗農他有管道，不一定要靠政府，對於比較弱勢的就通
通到農會上去的。
問：所以是說可以靠自己的就自己去。沒有辦法就是靠農會。
答：對啊，農會現在的動作就是，我一開始 92 年的時後，所做的共同運銷的方
式，農會就是在做統購的動作，聽說現在倉庫還有幾十萬斤，慢慢的要去消耗。
問：對於前幾屆及接下來紅棗季活動的舉辦有何看法?或是有新的想法，那裡要
改變等等的。
答：形態上好像沒有多大的差別，是挺可惜的，不單是要辦活動，是要怎麼去引
導觀光客如何去實際參與，你光是說說唱唱跳跳，找辣妹來，沒什麼特別的，四
處都有啊。就…改不了…就沒辦法把這個產值增加，來看的人，不見得會成長，
我那裡看都一樣啊，沒什麼特別的，所以應該是要說怎麼把這個客人帶進來，而
不是就那一場活動。
問：所以，可以說紅棗季是一個吸引的點，把客人帶進來後，再用其他的東西去
吸引他們這樣子嗎?
答：對啊，就要變成一個 CYLCE ，單一的不稀奇啊，要讓他們有其他的選擇，
比如說四個，我不見得四個都要去，我也可以只去兩個地方就好，搞不好他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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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看另外兩個，單一的話，可能會想說沒什麼嘛，不光是他不進來，也會影響到
別人也不進來，他沒選擇嘛，會覺得很沒什麼。
問：我們有所謂的文化館嗎?
答：喔…正在弄。
問：因為我之前有去網路上查嘛，有那個棗之禮，它有個文化館，我看了以後…
呃…我可以說實話嗎?它…只是在賣東西…我看不到所謂的文化或是意象在裡
面。就都是吃的。
答：對…而且大多都是從大陸進口的。
問：是喔，因為我覺得，像大湖那種酒莊，我已經在苗栗五六年，之前大學也是
念聯合，其實公館對我們大學生來說很不熟，大家講到大湖，我們可以採草莓，
但我們卻不會想到要去公館採紅棗…所以說，文化館是正在建造?
答：我們是正在處理這個問題，我們後面還有一塊空間嘛，今年年初，有全國第
一屆福菜節嘛，有很多資源和資訊都還留在那邊，我們是想說，除了紅棗還有福
菜也一起，從紅棗的種子到落葉，一整個循環在裡面，在週邊我們會有好幾種品
種的紅棗讓人家去看，有印度切一條線，往東走是紅棗、黑棗、大棗。往西走是
耶棗，但吃起來跟紅棗一樣，只是外形不同，養份也一樣，耶棗的是肉比較厚，
台南後來也有進個蜜棗，跟蘋果一樣大，那時後是印度沒有水嘛，蜜棗在印度是
不甜的，他們是拿來吃水份的，在台灣後被改良成甜而且也不會酸。
問：那針對棗莊、紅棗食府和文化館，在將來的經營方向會往那裡去?
答：目前來講是說，把整個變成一個旗鑑的方式來做一個處理嘛，就是說整個結
構堅實之後，再配合政府的政策，就像劉縣長在出礦坑那裡有個台地，爭取到三、
四億吧，把它建構成為一個類似文化園區，明華園的教育園區要進入那裡，苗栗
的小吃也會進駐，還有戲曲、電影之類的，都會被放進去，如果這兩三年就把他
弄出來，覽車也開始的話，會帶來更多的人。福菜館啊、紅棗館啊，我們就變成
一個連線，以顧客講就是另一種選擇嘛，玩玩總是會累啊餓啊，就可以來這裡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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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看展覽。我也有辦過好幾場的藝術展嘛，另如張大千的啊等等。因為現在人吃
飯並不是用嘴吃飯嘛，是用眼睛吃飯，最重要的是這一點，為什麼我要辦展覽，
除了吃飯也可以得到別的地方得不到的。
問：那像我們都稱餐廳是服務業嘛，那現在可能是變成一種體驗，我們是說第四
級產業，體驗經濟，從吃飽到吃好到吃巧。那會不會想說，讓紅棗或紅棗食府的
中的客家意象等等的更加濃烈?
答：有，我們都有在做，像那個紅棗食府，這四年來我們接待過 4 個國家的元首、
24 個國家特使、3 個國家的外交部長來這裡吃飯，現在不是標榜誰比誰強的問
題，是能不能做到，那他們為什麼會來?最大的中心目標是說，雖然我們是鄉下，
跟都會區有落差，我們可以克服，價格上雖有差異，但品質是不差不多，他們就
喜歡，對於整個產業就是有加分。
問：那我想問說，將來這個文化館，只會介紹福菜或紅棗的生長過程嗎?或是還
有其他的東西?
答：目前也有兩百部的腳踏車做出租，除了這些硬體的東西之外，我們也可以帶
點休閒的東西，只要你有預約我們有導覽，這些導覽可以跟你們跑，你這個展覽
館也是要導覽嘛，文字這麼多誰鳥你?透過導覽可以縮短時間，也可以置入性行
銷，帶他們去逛週邊的農村，有芋頭園、福菜園、紅棗園、稻子等，附近有很多
百年以上的建築物，觀光客會對這個地方有不一樣的想法，他得到了，就會介紹，
就會帶來其他的客源。
問：那就是說，文化館也是一種起點嗎?就是由文化館的部份帶頭之類的。
答：那不見得，因為文化館來說可能就只是一個加分，當然以紅棗來講，公館是
唯一的產地，但福菜不是嘛，很多客家庄都有嘛。我們客家人就是很會醃製嘛。
所以在一個大前提下，在我們家吃飯的時後，我們就有配套給我們做選擇，有個
知識性的東西，我們不會忘記，印象會更深，甚至於會影響他們的想法。
問：那有沒有想過，觀光客的型態，不止是開車的，也有背包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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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有。
問：因為我也有吃過棗莊，他們都是合菜，如果是比較個體戶比較少的不知道有
沒有選擇…
答：有，他可以選擇。
問：那有跟民宿結合嗎?
答：有啊。這是必然的，因為這是一個盤面嘛，我們先了解客人對方是一天、兩
天、三天，我們協助你規畫嘛，我們餐廳就有這樣子的服務。可以到大湖啊、或
是台三線啊等等的。
問：那沒有成立比較正式的單位，像旅遊局類似那種的…
答：因為我們主要是以訂位為主嘛，我們會順便問他有沒有這樣子的需求，會問
說你原先的規畫是如何，我是以在地人的建議去說，提供另一個選擇。並不是說
我們講的就是對的，讓他們去挑嘛，他們接受度都挺高的。
問：因為我也有曾經想過，棗莊裡面的陳設也是很古色古香，但那時後就真的只
是單純吃飯，沒有故事性在裡面…
答：我們也有注意到這一點啊，但因為這個因為空間的關係，沒有辦法去擴大，
但紅棗食府地比較大，我們比較容易發揮嘛，我們以生意人來講，都是要賺錢啊，
在大前提之下，我們有一些配套，客人的需求是如何，我們提供意見，讓公家資
源進來，讓政府替我們背書嘛，我們也必需拉高我們的品質，那這樣的話，客源
就會比較堅實。
問：我的論文方向會是在紅棗這塊，然後會加上體驗經濟，那不知道羅先生對於
這個想法，可行性如何?
答：過去華陶蓔，你知道嗎?那個老闆我很熟啊，那裡老闆曾經叫我去幫忙，我
說去你那裡看草都要錢啊。他有培養一群解說員，就是會帶客人消耗體力嘛，後
來就會去他們那裡吃飯，就用這種觀點來講，現在的人不是用嘴吃飯是用眼睛
嘛，這種是要用腦袋的。不是用體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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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那之後如果有問題的話，可以再請教羅先生嗎?
答：可以啊
問：真的很謝謝囉先生。謝謝。
二、日期：2012 年 4 月 16 至 4 月 30 日、對象：紅棗食府消費者
（一）、代號：a
問：現在要問的是關於體驗行銷的部份，看了你的問卷回答之後，發現在你在內
外環境的部份都是勾選普通。那你第一眼看到紅棗食府的時後有什麼印象或是想
法嗎?
答：就是一家餐廳
問：也就是說它的外觀並沒有吸引你太多嗎?
答：恩…
問：那請問你有去過其他的客家特色餐廳嗎?
答：有。
問：那相較這些餐廳而言，外觀有不同的地方嗎?或是有那些不足的地方?
答：不知道…我覺得都還好…
問：那內部的裝飾呢?
答：唔…忘了…
問：所以就是沒有特別的感覺?
答：恩。
問：那你對它裡面所播放的音樂有印象嗎?
答：我那時後去的時後並沒有播放音樂。
問：所以你覺得沒有音樂是好或是不好，還是沒有關係?
答：我覺得要找到符合客家餐廳的音樂會比較少，那如果只是播放一般的輕音樂
的話，就更沒有客家的感覺。
問：所以你是認為是要播客家的歌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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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對，但也不一定只播客家老歌或山歌，因為現在也是有很多現代的客家歌曲
我覺得很好聽，所以紅棗食府應該可以播放這類的歌曲，既有客家特色又不失現
代感。
問：那你認為它的菜色方面的表現如何?
答：我覺得它的菜色和菜單並沒有明顯特色，所有的客家特色餐廳都有，變成是
紅棗食府的菜色很一般。
問：紅棗食府是以紅棗入菜為主，你有感受到這一點嗎?
答：沒有。是有多一點紅棗，在餐裡面會有比較多，但一般來說在開始點菜的時
後並不會知道，而且也沒有特色的介紹。
問：你是說在服務人員點餐的時後嗎?
答：沒錯，就是在服務人員點餐的時後，並沒有特別的介紹，就變成是一家很普
通的客家餐廳，就是這樣而已。
問：對於餐廳內使用的餐具，有什麼樣的感受和看法嗎?
答：超爛。還有裂痕…用起來的感覺很不好。
問：剛你也提到結合到當地食材就是紅棗的部份並沒有讓你覺得很獨特，服務人
員的態度也覺得不是很好，而且也沒有為他們餐廳的特色去做介紹。
答：恩。沒錯。
問：對於紅棗食府你會覺得在別的地方享用不到類似的餐點嗎?
答：不會。因為真的很普通。
問：會改變飲食的習慣?
答：不會。沒有想要去改變。
問：那對於紅棗食府相關的周邊產品，會不會去購買呢?
答：不會。(問：可是你問卷上是勾普通)。普通的話是指，因為在點菜時並沒有
特別介紹這家店的特色或是那些菜比較好吃，會變成他們推出來的產品對我而後
是沒有吸引力的，例如薰衣草森林，他們會特別介紹說這些花草是有什麼特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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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我會比較有興趣去了解和購買，可是，紅棗食府對於這方面並沒有多加的
介紹，我覺得紅棗食府就只是一家叫紅棗食府的餐廳羆了，因為我不了解，紅棗
食府就只是一家餐廳，不會想要去購買他的產品。
問：因為服務人員沒有介紹，你也不知道紅棗的特色在那裡和紅棗為公館地方特
產。(答：恩)但你在聽到紅棗訊息會想到紅棗食府這裡，你是勾選同意。
答：那只是因為紅棗食府的名字中有「紅棗」兩個字就會聯想到他。沒有其他的
原因。
問：並不是因為他本身裡面的餐點或是佈置等等讓你有好感而記住的嗎?
答：對。就只是名字取的好羆了。
問：請問你覺得紅棗食府為具有客家特色的餐廳嗎?
答：我覺得不具有，我覺得只是一般的餐廳…或是說紅棗食府只是一家賣客家菜
的餐廳，沒有客家的意象在裡面。
問：在體驗價值的部份，你勾選的都是普通。你是覺得那裡需要改善嗎?
答：價錢是可以接受，就是不貴也不便宜的程度。但服務品質我覺得…他們的服
務生應該都是香港人…(問：恩?香港人?)因為最富比士雜誌有調查，服務人員笑
容少的是香港這個國家…(問：喔~了解了。)，就我上次吃的經驗來說，他們的紅
棗茶，我們這桌喝完了想請服務人員幫我們重新裝滿，可是服務人員並沒有來幫
忙，只是指指旁邊的大茶壺叫我們自己裝。我並不是說一定要服務人員幫我們
裝，也許這本來就是自助式的，但在當時餐廳內的客人並不是很多，我覺得他們
應該是可以幫我們做到這點服務的。
問：若是相較於其他客家特色餐廳來講，你有什麼想法嗎?
答：唔…我覺得要看那時後的聚餐是什麼樣的模式，如果是朋友的宴會，服務生
可能會覺得我們要聊天，就不會打擾太多。也因為我是在地人，每間餐廳多少都
有認識的人，所以大家都會來打招呼。
問：那紅棗食府所提供的飲食具有專業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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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覺得普通，但因為餐具有劣痕的關係，所以有點打折扣。
問：您認為紅棗食府為同類餐飲業的領導者嗎?
答：不是，有太多更好的。
問：它的特色有出來嗎?
答：一點點吧。沒有特別感覺。
問：若是以整體感覺來說呢?
答：沒有感覺，因為我們去的時候人很少。
問：那設計風格呢?
答：看得出來有稍微的裝飾，但沒有特色的注意到，也有可能餐廳比較大，所以
很難注意到。
問：在紅棗食府用餐的期間，它非單純只是滿足食慾，也有帶來別的正面情緒?
答：沒有。
問：那紅棗食府有讓你感受到客家文化嗎?
答：沒有。我覺得店太大了，因為其他的店家比較小，很容易注意到內部的擺設，
而大的餐廳，一進去只會看到很多的位置，就這樣子而己。
問：在行為意向，綜合紅棗食府的體驗行銷和你感受到的價值，你勾選的都是普
通。請問您下次會再去嗎?
答：除非有朋友找，不然不會特別去吧。
問：而價格高一點或比同業高也會再去消費?
答：會啊，只要有朋友找，我是不會太挑的人。
問：謝謝您提供的意見。
（二）、代號：b
問：現在要問的是關於體驗行銷的部份，你第一眼看到紅棗食府的時後有什麼印
象或是想法嗎?
答：外面看起來很大，可是裡面可能因為沒有客人吧，感覺暗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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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那內部的裝飾呢?
答：內部算是有用心，看得出來有設計。
問：那你對它裡面所播放的音樂有印象嗎?
答：有放客家歌，但可能因為我是客家人的關係，已經聽的很習慣了，沒有太大
大感受。
問：那你認為它的菜色方面的表現如何?
答：很一般，我覺得沒有特別好。
問：對於餐廳內使用的餐具，有什麼樣的感受和看法嗎?
答：餐具沒特色，跟一般餐用的餐具材質一樣，不像有些其他公館的餐會使用公
館特色陶所作的餐具。
問：對於紅棗食府你會覺得在別的地方享用不到類似的餐點嗎?
答：不會。因為真的很普通。
問：會改變飲食的習慣?
答：不會。沒有想要去改變。
問：那對於紅棗食府相關的周邊產品，會不會去購買呢?
答：不會。我就住在這附近，不會特別去買。
問：你知道紅棗的特色和紅棗為公館地方特產嗎?
答： 知道啊。在苗栗住這麼久了，當然知道。
問：請問你覺得紅棗食府為具有客家特色的餐廳嗎?
答：苗栗還有很多客家餐廳更具有特色。
問：在體驗價值的部份，覺得那裡需要改善嗎?
答：我不滿意紅棗食府的價格，舉例來說，它有一道菜是紅棗香腸，一盤要價兩
百多，但那道菜的香腸拼湊起來就是一條而已，所以我覺得非常的不合理，而且
我進去沒有馬上接待我們，那時候十二點，餐廳空無一人，是廚房去把服務人員
蹈出來的。

111

問：那紅棗食府所提供的飲食具有專業性嗎?
答：沒有，就是一般水準，有熟而已。
問：您認為紅棗食府為同類餐飲業的領導者嗎?
答：苗栗公館地區還有很多其他好吃的餐廳，我不覺得紅棗食府具有領導地位。
問：它的特色有出來嗎?
答：有一點。
問：若是以整體感覺來說呢?
答：就客人不多，服務生也不熱絡，有點冷清。
問：那設計風格呢?
答：可能因為我以前是從事餐飲業，對它的設計有特別注意，看得出來有設計。
問：在紅棗食府用餐的期間，它非單純只是滿足食慾，也有帶來別的正面情緒?
答：還好誒…
問：那紅棗食府有讓你感受到客家文化嗎?
答：感覺不到什麼客家文化誒…我知道是客家菜，但客家文化…我就感受不到，
雖然我是客家人。
問：在行為意向，綜合紅棗食府的體驗行銷和你感受到的價值，請問您下次會再
去嗎?
答：除非有活動是有人邀請才會去，自己是不會再主動去了。
問：而價格高一點或比同業高也會再去消費?
答：已經不太想去，價錢還更高，就會更不想去。
問：謝謝您提供的意見。
（三）代號：c
問：現在要問的是關於體驗行銷的部份，你第一眼看到紅棗食府的時後有什麼印
象或是想法嗎?
答：看起來很大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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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那內部的裝飾呢?
答：我沒有注意…
問：那你對它裡面所播放的音樂有印象嗎?
答：我去的時候沒有聽到。
問：那你認為它的菜色方面的表現如何?
答：就還可以吃。
問：對於餐廳內使用的餐具，有什麼樣的感受和看法嗎?
答：我拿到餐具有劣痕，這種應該要淘汰才是。
問：對於紅棗食府你會覺得在別的地方享用不到類似的餐點嗎?
答：隔壁有棗莊可以吃。
問：會改變飲食的習慣?
答：不會。
問：那對於紅棗食府相關的周邊產品，會不會去購買呢?
答：不會。
問：你知道紅棗的特色和紅棗為公館地方特產嗎?
答： 知道啊。
問：請問你覺得紅棗食府為具有客家特色的餐廳嗎?
答：算是有啦。
問：在體驗價值的部份，覺得那裡需要改善嗎?
答：我不知道誒…價格有點貴和服務人員與我們的互動性不高。
問：那紅棗食府所提供的飲食具有專業性嗎?
答：普通。
問：您認為紅棗食府為同類餐飲業的領導者嗎?
答：算其中一個吧，但不是最好吃的。
問：它的特色有出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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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有一點。
問：若是以整體感覺來說呢?
答：整體環境還算乾淨，看得出來有在整理。
問：那設計風格呢?
答：就古色古香。
問：在紅棗食府用餐的期間，它非單純只是滿足食慾，也有帶來別的正面情緒?
答：還好…
問：那紅棗食府有讓你感受到客家文化嗎?
答：有一些，但我覺得感受沒有很深。
問：在行為意向，綜合紅棗食府的體驗行銷和你感受到的價值，請問您下次會再
去嗎?
答：除非有活動是有人邀請才會去，自己是不會再主動去了。
問：而價格高一點或比同業高也會再去消費?
答：如果有人邀請還是會去。
問：謝謝您提供的意見。
（四）代碼：d
問：現在要問的是關於體驗行銷的部份，你第一眼看到紅棗食府的時後有什麼印
象或是想法嗎?
答：看起來沒什麼。
問：那內部的裝飾呢?
答：還可以，算是舒服。
問：那你對它裡面所播放的音樂有印象嗎?
答：餐廳太吵了，根本不知道它有沒有放音樂。
問：那你認為它的菜色方面的表現如何?
答：我覺的它的菜色不像是現做的，像是外匯那種人家做好半成品，送到裡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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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
問：對於餐廳內使用的餐具，有什麼樣的感受和看法嗎?
答：一般，沒有什麼特別感受。
問：對於紅棗食府你會覺得在別的地方享用不到類似的餐點嗎?
答：棗莊啊。
問：會改變飲食的習慣?
答：不會。
問：那對於紅棗食府相關的周邊產品，會不會去購買呢?
答：不會。
問：你知道紅棗的特色和紅棗為公館地方特產嗎?
答： 知道啊。
問：請問你覺得紅棗食府為具有客家特色的餐廳嗎?
答：完全沒有。
問：在體驗價值的部份，覺得那裡需要改善嗎?
答：我是覺得紅棗食府沒有把價格區別出來，雖然菜單上有分兩千的菜色、三千
的菜色、四千的菜色給我們看，可是我點了四千的菜，端上來也不過就是把兩千
的菜多加了幾盤別的菜羆了，沒有感受到何謂四千的等級。
問：那紅棗食府所提供的飲食具有專業性嗎?
答：我覺得紅棗食府提供的餐飲沒有專業性啊！感覺根本不是現煮的，是外面人
做好，它再拿來加熱的。。
問：您認為紅棗食府為同類餐飲業的領導者嗎?
答：不是。
問：它的特色有出來嗎?
答：不好吃算是特色嗎?
問：若是以整體感覺來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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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外表看起來還不錯，但餐廳最重視的還是內在品質不是嗎?這實在是需要努
力而且紅棗食府把還未用過的餐具一車一車的放在走道旁邊，上面完全沒有拿東
西蓋住，在視覺和衛生觀感上我覺得很糟糕。
問：那設計風格呢?
答：一般，沒有特別的感覺。
問：在紅棗食府用餐的期間，它非單純只是滿足食慾，也有帶來別的正面情緒?
答：我吃的那兩次都想生氣了。
問：那紅棗食府有讓你感受到客家文化嗎?
答：我自己是客家人，客家菜很常吃的到啊，對我來說敂家菜也不過就是我的家
常菜，所以客家飲食文化我真的沒有特別的感受，可能因為那就是我的平常生活
吧！
問：在行為意向，綜合紅棗食府的體驗行銷和你感受到的價值，請問您下次會再
去嗎?
答：不會，而且我第一個想到的也不是紅棗食府…有太多更好的餐廳了。
問：而價格高一點或比同業高也會再去消費?
答：我是不怕紅棗食府價錢更高，但你要物有斷，如果紅棗食府可以改善，我相
信我很樂意再去一次，就算變貴了也無所謂。
問：謝謝您提供的意見。
（五）代碼：e
問：現在要問的是關於體驗行銷的部份，你第一眼看到紅棗食府的時後有什麼印
象或是想法嗎?
答：晚上看過去很明亮。
問：那內部的裝飾呢?
答：還不錯。
問：那你對它裡面所播放的音樂有印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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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比較沒有注意，因為都是講話聊天的聲音。
問：那你認為它的菜色方面的表現如何?
答：有些菜吃起來挺好吃的。
問：對於餐廳內使用的餐具，有什麼樣的感受和看法嗎?
答：沒有誒，餐具很普通。
問：對於紅棗食府你會覺得在別的地方享用不到類似的餐點嗎?
答：公館還有別家有類似的餐廳呀。
問：會改變飲食的習慣?
答：不會，畢竟紅棗食府不是常可以吃的，所以要改變飲食習慣不太可能。
問：那對於紅棗食府相關的周邊產品，會不會去購買呢?
答：如果是我自己跟家人去吃，是不會特別買紅棗相關產品，畢竟是住在這裡，
想吃就可以吃啊！但如果是帶外地來的朋友來吃，會推薦朋友們買來當伴手禮或
紀念品。
問：你知道紅棗的特色和紅棗為公館地方特產嗎?
答： 知道啊。
問：請問你覺得紅棗食府為具有客家特色的餐廳嗎?
答：有啊。
問：在體驗價值的部份，覺得那裡需要改善嗎?
答：我去的那次人很多，但服務生叫了會馬上過來，這點還算是不錯，這點值得
獎勵。
問：那紅棗食府所提供的飲食具有專業性嗎?
答：有啊。
問：您認為紅棗食府為同類餐飲業的領導者嗎?
答：以紅棗當主題的餐廳來說，紅棗食府算還不錯，公館也就兩家餐廳是以紅棗
為主題的比較有名，所以紅棗食府不是數一就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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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它的特色有出來嗎?
答：我覺得很有特色。
問：若是以整體感覺來說呢?
答：還不錯啊。
問：那設計風格呢?
答：很有古意。
問：在紅棗食府用餐的期間，它非單純只是滿足食慾，也有帶來別的正面情緒?
答：朋友之間聊天很開心。
問：那紅棗食府有讓你感受到客家文化嗎?
答：不是很明顯誒…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的客家人。
問：在行為意向，綜合紅棗食府的體驗行銷和你感受到的價值，請問您下次會再
去嗎?
答：朋友來想吃我還是會帶他們去，畢竟外地人會覺得比較新奇，況且紅棗為主
題的餐廳不多。
問：而價格高一點或比同業高也會再去消費?
答：再高一些還可以，不過當然是越便宜越好。
問：謝謝您提供的意見。
（六）代碼：f
問：您對於紅棗食府的外觀和內部佈置與環境有什麼看法?在你的問卷上都是勾
選非常不同意。
答：我覺得不會吸引我的注意是因為我認為餐廳就是都長的這樣子，紅棗食府不
是說沒有佈置，但就是很普通，所以不會吸引到我的注意力。
問：那請問您有到過別家的客家餐廳嗎?若是有，是否可以說明別的餐廳外觀和
內部的佈置相較於紅棗食府之下有何不同?
答：有，我有去過別家的餐廳，就以棗莊來說好了，我認為棗莊無論內外都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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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過於紅棗食府。棗莊是庭院式的設計，我進去的時後還可以四處看看逛逛，紅
棗食府一進去就是餐廳。棗莊一進去上面的燈都還特地用竹籠去做佈置，還有一
些古物的陳列可以讓我們去拍照，紅棗食府在這部份就完全沒有。
問：紅棗食府的音樂有吸引到你的注意嗎?
答：完全沒有，我連聽都沒有聽到。
問：那要怎樣的背景音樂才會比較吸引你的注意?
答：就比較古典的音樂吧。就不要那種很吵的客家山歌，像吉品一樣。
問：你是說小提琴或鋼琴那種嗎?
答：也不是，就是比較柔合，類似純音樂的那種。
問：在菜色方面，你覺得口味、氣味有吸引到你嗎?
答：每到菜都有紅棗沒錯，但是不知道我吃的那天紅棗食府是不是比較隨便，我
覺得他們的擺盤也沒有擺好，看起來很不好吃，而且量也都很少，口味就很一般。
問：剛您有提到每道菜都有以紅棗去入菜，請問您知道紅棗在全台灣是只有公館
這裡才有生產的嗎?
答：我不知道誒。老實說，是你剛剛這樣子問我才知道的…
問：所以您就算在吃完了紅棗食府後也沒有感受到紅棗是當地特產的這件事?
答：對啊，而且紅棗食府的服務人員也沒有介紹。
問：如果服務人員有介紹您就會比較有印象嗎?
答：也可以在門口就放牌子說明紅棗在公館的特色，或是菜單旁邊也可以註明介
紹等等。
問：那在餐具材質方面您的感受如何：
答：就是很一般的餐具，說特別好也沒有，完全沒有特色。
問：那您有覺得在別的地方享用不到類似的特色料理嗎?
答：我在棗莊才有這種感覺，知道什麼是真正的用紅棗做成的特色料理。紅棗食
府的取代性我覺得還挺高的，隨便一家餐廳用心一點都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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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那您在紅棗食府有享受的感覺嗎?
答：並沒有誒…我只想趕快吃完然後去隔壁的福樂麵店吃。
問：在紅棗食府消費後有改變您飲食的習慣嗎?
答：沒有。我完全沒有這種感覺。
問：那您有想要購買紅棗食府的相關產品嗎?例如紅棗乾、紅棗茶等等…
答：不會。雖然他們放在很顯眼的地方，但我還是不會想買。
問：那棗莊呢
答：不會。紅棗食府和棗莊都不會想買。
問：那在此消費，你有更了解紅棗食府嗎?
答：不會誒…這家餐廳真的很普通誒。而且量又很少，真的是吃不飽。
問：那你聽到「紅棗」會馬上想到紅棗食府嗎?
答：會誒。因為畢竟是第一次吃到，而且紅棗食府的名字就有紅棗兩個字，不想
到也很難。
問：那您有感受到客家飲食文化的特色嗎?
答：就知道是客家菜加上紅棗，但也沒有說很有感受。
問：如果之後看到紅棗食府的商標或是聽到「紅棗」您會馬上想到紅棗食府?
答：是因為 看到「紅棗食府」這四個字才會馬上想到。因為他們的名字取的算
是特別，就算我覺得沒有很好吃，但我也不會想到別家去。
問：請問您聽到「苗栗客家特色餐廳」會馬上想到紅棗食府嗎?
答：不會。
問：那您第一個想到的是那一家呢?
答：福樂麵店。
問：為什麼?
答：因為我覺得福樂麵店的菜都是傳統的客家菜。
問：那您認為紅棗食府具有客家特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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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覺得沒有誒。棗莊都比紅棗食府還有有特色多了。
您在他的價格上面是勾選非常不同意是因為?
答：因為他量少又貴，整個就是很不合算。
問：那在服務品質的部份呢?
答：非常的不滿意。
問：可以說的詳細一點嗎?
答：一進到餐廳完全沒有人來接待我們，我們還特地進去叫人才有人回應，我們
是有訂位的，又不是臨時才進去，所以我覺得很糟糕。
問：除了這個在用餐的過程中呢?
答：老實說我完全沒印象，因為除了點菜和送菜之外，服務人員跟消失沒兩樣。
問：那紅棗食府所提供的飲食您覺得有專業性嗎?
答：我覺得還好啦，至少食物都是有熟的，也沒有很難吃，但沒什麼特色性。
問：那在同類的餐廳中您覺得紅棗食府具有領導地位嗎?
答：沒有，如果都是有紅棗這個主題來看的話，我認為棗莊還比較好。
問：那您認為紅棗食府具有別餐廳沒有的特色嗎?
答：其實也還是有啦。畢竟都有紅棗嘛，這個跟一般的餐廳來比是較具有特色的
地方，雖然沒有很好吃。
問：紅棗食府的產品有吸引到您嗎?
答：沒有。沒有感覺。
問：整體的環境呢?
答：就很一般。
問：那紅棗食府設計風格您覺得如何?
答：我沒有很喜歡，看得出來他們是想要有點古典的佈置，可是就跟棗莊來比的
話，我覺得遜色很多。而且感覺比較無聊，棗莊的廁所外面還有人工小河流這就
有趣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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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您那次的用餐覺得很歡樂嗎?
答：我覺得沒有誒。我只是想快點吃一吃，然後去福樂麵店把肚子填飽。
問：請問您在紅棗食府有感受到客家文化嗎?
答：沒有。我覺得棗莊客家文化的氣息還比較多。
問：您會向別人分享紅棗食府的特色嗎?
答：唔…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我想我是不會特別向其他人主動分享的。
問：所以就算有人直接問您紅棗食府是間怎樣的餐廳您也是不會說嗎?
答：我會說「如果你想要感受把錢丟水溝的話，可以到紅棗食府去」。
問：同質性餐廳您會以紅棗食府為第一選擇嗎?
答：完全不會，我之後也不會再去。
（七）代碼：g
問：現在要問的是關於體驗行銷的部份，你第一眼看到紅棗食府的時後有什麼印
象或是想法嗎?
答：還不錯。
問：那內部的裝飾呢?
答：還可以，算是舒服。
問：那你對它裡面所播放的音樂有印象嗎?
答：我去的時候人很多，所以沒有聽清楚音樂是什麼。
問：那你認為它的菜色方面的表現如何?
答：我覺得還不錯啊。
問：對於餐廳內使用的餐具，有什麼樣的感受和看法嗎?
答：一般，沒有什麼特別感受。
問：對於紅棗食府你會覺得在別的地方享用不到類似的餐點嗎?
答：我是跟住在雲林的家人一起去吃的，全家人都覺得每道菜幾乎都有紅棗很特
別，很明顯可以感受到紅棗食府的主題就是紅棗，很新鮮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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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會改變飲食的習慣?
答：不會吧…天天吃這麼好應該會胖喔～
問：那對於紅棗食府相關的周邊產品，會不會去購買呢?
答：會呀，我難得在苗栗吃，平時在南部，會想買回去做紀念。
問：你知道紅棗的特色和紅棗為公館地方特產嗎?
答：我不太清楚公館的特產就是紅棗，我以為是因為紅棗食府特意想要以紅棗為
主題所以才會每道菜都有紅棗。
問：請問你覺得紅棗食府為具有客家特色的餐廳嗎?
答：我認為紅棗食府的客家特色不是很強烈，可能因為比較大間的關係吧？我吃
過小間的客家餐廳，所以小細節都看得到，那種的就會感受比較多一些。
問：在體驗價值的部份，覺得那裡需要改善嗎?
答：我覺得整體而言還不錯。
問：那紅棗食府所提供的飲食具有專業性嗎?
答：我覺得紅棗食府提供的餐飲有專業性啊！我覺得很好吃又很特別。
問：您認為紅棗食府為同類餐飲業的領導者嗎?
答：算還不錯囉！。
問：它的特色有出來嗎?
答：很有特色?
問：若是以整體感覺來說呢?
答：外觀看起來顯眼，裡面很乾淨。
問：那設計風格呢?
答：看得出是想要走古色古香的風格。
問：在紅棗食府用餐的期間，它非單純只是滿足食慾，也有帶來別的正面情緒?
答：吃飯當然開心。
問：那紅棗食府有讓你感受到客家文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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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紅棗食府裡面有客家花布、古物的樸實感，可以感覺得出有客家味道在裡面
問：在行為意向，綜合紅棗食府的體驗行銷和你感受到的價值，請問您下次會再
去嗎?
答：同性質的餐廳，就我所知的有紅棗食府或是棗莊這兩家，我都會考慮，如果
人很多會選擇紅棗食府，畢竟場地比較大。
問：而價格高一點或比同業高也會再去消費?
答：在接受的範圍內，畢竟我去紅棗食府本來就不是因為便宜才去的，是因為想
吃紅棗料理。
問：謝謝您提供的意見。
（八）代碼：h
問：對於內外的佈置您的看法是?
答：我覺得經過的時後是會被吸引的，經過的時後不會去忽略他。但內部我就是
覺得很普通。
問：那他的音樂呢?
答：沒有印象誒。
問：紅棗食府的飲食方面呢?
答：吃過就忘了誒。對於他們的飲食並沒有深刻的印象。
問：餐具材質部份呢?
答：也是很普通，跟一般的餐廳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問：在紅棗食府消費會讓你有快樂的感覺嗎?
答：我覺得快樂的感覺是因為我是跟朋友去，不是因為我到了紅棗食府。
問：請問您有去過別家的特色餐廳嗎?
答：唔…如果是以紅棗來說的話，我比較深刻的是棗莊。
問：如果以棗莊和紅棗食府相比的話，您比較喜歡那一間?為什麼?
答：我覺得棗莊全部都贏紅棗食府誒。不管是那一個部份，例如佈置、菜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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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那你有注意到紅棗食府在菜色上結合紅棗的創意特別嗎?
答：我覺得是挺特別的啦。這樣子使用紅棗我覺得這個想法還不錯。
問：那你覺得別的餐廳享用不到類似的在地特色風味餐嗎?
答：我覺得不會誒。像棗莊就很類似啊。如果是以客家菜的話，我覺得傳家堡更
好吃，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問：您會因為來過紅棗食府後改變飲食消費的習慣嗎?
答：不會誒。沒有想要改變的感覺。
問：那您會想要購買紅棗常府的相關產品嗎?
答：不會…雖然他們擺在入口的地方，但因為我吃了裡面的菜後覺得沒有很好
吃，所以不會想要去購買。
問：所以如果菜色很吸引你的話，你是會購買的嗎?
答：恩。如果很好吃的話，我會想去購買紅棗的相關產品。
問：您有對紅棗食府的產品有更加認識嗎?
答：唔…就全部都是紅棗的印象 。會知道紅棗食府再賣紅棗和客家菜
問：那您看到他的商標會想到紅棗食府嗎?
答：老實說我對他的商標完全沒有印象，但如果是提到紅棗食府四個字的話會馬
上想到這一家店。
問：那您有對客家飲食文化有更深認識嗎?
答：沒有誒…
問：那紅棗在公館獨特性呢?
答：我也沒有感覺誒。如果服務人員或是餐廳內有介紹的話，我想會比較清楚。
問：您會認為紅棗為公館的特產嗎?
答：會。是因為菜裡面全都是紅棗，所以會覺得很特別，才會注意到的。
問：那聽到紅棗您會馬上想到紅棗食府嗎?
答：唔…不會馬上想到誒…我會想到棗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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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那您聽到「客家特色餐廳」您會馬上想到紅棗食府嗎?
答：不會。我會先想到棗莊。可能要想很久才會想到紅棗食府喔。
問：您會認為紅棗食府是具有客家特色的餐廳嗎?
答：是有一點，但不是很多。
問：價格的滿意程度?
答：我覺得沒有很好吃…那麼大的餐廳，吃的菜跟路邊攤的沒什麼兩樣…然後還
貴這麼多，我覺得很不滿意。
問：服務品質的方式呢?
答：我覺得我們是因為人太少，所以他們的服務品質我覺得沒有很好，有一種大
小眼的感覺，完全沒有互動，只是上菜，也沒有特別問我們有沒有需要另外的服
務。
問：您覺得飲食專業性呢?
答：我覺得專業性沒有很高，但還能吃啦…
問：您認為紅棗食府為同業的領導者呢?
答：完全沒有這種想法。
問：那您覺得那家餐廳才是?
答：如果是以紅棗來說的話會覺得是棗莊為領導者。如果單純以客家餐廳來說的
話，會覺得傳家堡是領導者
問：您覺得紅棗食府具有別家餐廳沒有的特色性嗎?
答：我覺得特色的話，棗莊可以取代他。
問：那紅棗食府的整體環境和設計風格呢?
答：整體來說是還 OK 啦。就基本的都還有。每家餐廳多少都有自己的設計風格。
問：那娛樂性的部份?
答：沒有。我沒有感受到。
問：在紅棗食府有感受到歡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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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沒有誒。因為我覺得不好吃，沒有那種吃到美食的幸福快樂感。
問：在客家文化的感受呢?
答：唔…我覺得之前提到的棗莊和傳家堡客家文化都比紅棗食府還要多客家文
化。
問：您會跟別人分享紅棗食府的特色嗎?
答：不會，因為我自己都覺得不好吃了，怎麼會去跟別人分享。所以也不會去推
薦給親朋好友。
問：請問您下次還會再去嗎?
答：不會了吧。
問：看得出來您對於紅棗食府的滿意度並不高，因此如果價格變高的話，您的消
費意願是?
答：當然是更低。
（九）代碼：i
問：現在要問的是關於體驗行銷的部份，你第一眼看到紅棗食府的時後有什麼印
象或是想法嗎?
答：外觀是木作的，我很喜歡。
問：那內部的裝飾呢?
答：裡面的佈置很古典，看得出想要走復古風。
問：那你對它裡面所播放的音樂有印象嗎?
答：沒有印象，當時我去的時候，並沒有播放音樂。
問：那你認為它的菜色方面的表現如何?
答：我覺得有紅棗挺特別的，吃起來口感不錯。
問：對於餐廳內使用的餐具，有什麼樣的感受和看法嗎?
答：有點小失望，因為是一般的餐具，本以為會有特別的餐具出現。
問：對於紅棗食府你會覺得在別的地方享用不到類似的餐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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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對啊，在享用台灣在地的紅棗入菜，我想也只有在公館吧！
問：會改變飲食的習慣?
答：不會，這只是偶爾來吃的餐廳，但會對客家菜多一點興趣。
問：那對於紅棗食府相關的周邊產品，會不會去購買呢?
答：會呀，我難得在苗栗吃，會想買回去做紀念。
問：你知道紅棗的特色和紅棗為公館地方特產嗎?
答：我一開始不知道，是經過他人解釋才知道的。
問：請問你覺得紅棗食府為具有客家特色的餐廳嗎?
答：算是有，但少了一點「土味」，可能因為是大型餐廳的關係。
問：在體驗價值的部份，覺得那裡需要改善嗎?
答：我覺得整體而言還不錯。
問：那紅棗食府所提供的飲食具有專業性嗎?
答：有一定的水準囉。
問：您認為紅棗食府為同類餐飲業的領導者嗎?
答：棗莊也是以紅棗為主的餐廳，所以紅棗食府不算是唯一，但整體在客家餐廳
來說還算特別，而且我聽到紅棗當然會想到紅棗府食，一方面是它的名字有紅棗
兩個字，另一方面是因為我覺得很特別，所以算是領導者吧。
問：它的特色有出來嗎?
答：我認為它很有特色。
問：若是以整體感覺來說呢?
答：還不錯。
問：那設計風格呢?
答：看得出是想要走復古的風格。
問：在紅棗食府用餐的期間，它非單純只是滿足食慾，也有帶來別的正面情緒?
答：一定是有正面的情緒，不然要哭著吃飯嗎…但這正面的情緒是不是來自紅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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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府就有待爭議，我認為是來自一起吃飯的友人們。
問：那紅棗食府有讓你感受到客家文化嗎?
答：有一些，但就像前面說的，可能太大間了，有點淡掉。
問：在行為意向，綜合紅棗食府的體驗行銷和你感受到的價值，請問您下次會再
去嗎?
答：看是跟誰去。
問：而價格高一點或比同業高也會再去消費?
答：如果貴的有價值當然可以，只是能便宜又大碗是最好的囉！
問：謝謝您提供的意見。
（十）代碼：j
問：現在要問的是關於體驗行銷的部份，你第一眼看到紅棗食府的時後有什麼印
象或是想法嗎?
答：我覺得很漂亮，非常喜歡。
問：那內部的裝飾呢?
答：裡面的佈置很古色古香，我也覺得不錯。
問：那你對它裡面所播放的音樂有印象嗎?
答：沒有印象，當時我去的時候，人太多了，而且我也忙著吃東西和聊天也就沒
注到了。
問：那你認為它的菜色方面的表現如何?
答：吃過紅棗食府才發現原來紅棗可以跟這麼多客家菜結合，覺得很特別又很好
吃。
問：對於餐廳內使用的餐具，有什麼樣的感受和看法嗎?
答：就一般的餐具。
問：對於紅棗食府你會覺得在別的地方享用不到類似的餐點嗎?
答：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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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會改變飲食的習慣?
答：不會因為吃過就特別改變飲食習慣，畢竟紅棗食府是合菜，但以後對於客家
菜倒是有不同的感受。
問：那對於紅棗食府相關的周邊產品，會不會去購買呢?
答：除非有外地的朋友來，才會買。
問：你知道紅棗的特色和紅棗為公館地方特產嗎?
答：知道呀，但客家菜很少有紅棗的，剛開始看到覺得很特別有趣，外面的朋友
來的時後我都會帶他們去這裡吃。
問：請問你覺得紅棗食府為具有客家特色的餐廳嗎?
答：我覺得有。
問：在體驗價值的部份，覺得那裡需要改善嗎?
答：都還不錯。
問：那紅棗食府所提供的飲食具有專業性嗎?
答：我認為菜色很好吃又有特別，紅棗食府在飲食方面是有專業性的。
問：您認為紅棗食府為同類餐飲業的領導者嗎?
答：我覺得是喔，因為真的很好吃又很特別。
問：它的特色有出來嗎?
答：我認為它很有特色，以紅棗來說。
問：若是以整體感覺來說呢?
答：我認為很好。
問：那設計風格呢?
答：非常宜人，充滿古意。
問：在紅棗食府用餐的期間，它非單純只是滿足食慾，也有帶來別的正面情緒?
答：恩…就是吃飯的時後大家都很開心。
問：那紅棗食府有讓你感受到客家文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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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有的，從擺設和菜色中可以感受到。
問：在行為意向，綜合紅棗食府的體驗行銷和你感受到的價值，請問您下次會再
去嗎?
答：我個人是挺喜歡紅棗食府的，如果時間夠會帶親朋好友去吃。
問：而價格高一點或比同業高也會再去消費?
答：價錢當然是愈便宜愈好啊，如果貴一點但還在範圍內就可以接受！
問：謝謝您提供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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