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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產品屬性、政策行銷工具對消費動機影響之研究 

中文摘要 

臺灣為支持及推動社會企業，行政院於 2014 年 9 月 4 日核定「社會企業行

動方案」，而社會企業的成立是為解決某個社會或環境問題，透過商業方式創造

營收，其盈餘用來貢獻社會、扶助特定族群、以及持續解決該社會或環境問題。

因此，社會企業若能獲知消費者的需求與看法，了解其購買產品之消費動機，對

於社會企業是一大助益。然而，對於社會企業產品屬性以及政策行銷工具，皆可

能影響消費者之消費動機；產品屬性能激發消費者需求，亦可促使消費者之購買

行為。另外，政府在推行社會企業政策上，運用政策行銷工具介紹產品功能與屬

性、推廣社會企業產品，藉此影響消費者消費動機，使消費者增加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的機會。因此，本研究欲從消費者的立場，探討影響消費者購買社會企業產

品之消費動機，以及社會企業產品屬性、政策行銷工具與消費動機間之影響，以

了解消費者與社會企業的關連。 

為達本研究目的，本研究針對社會企業產品消費者之消費動機進行調查，以

經濟部 2016 年發行的社會企業產品型錄所彙整之 34 家社會企業的消費者為研

究對象，計蒐集 360 份有效樣本。經統計分析後，研究結果發現，產品屬性對消

費動機、產品屬性對政策行銷工具、以及政策行銷工具對消費動機均有顯著正向

相關；而經多元迴歸分析顯示，產品屬性對於消費動機之解釋力遠大於政策行銷

工具，更能影響消費動機；且，政策行銷工具在產品屬性對消費動機是具有部分

中介效果。綜合以上發現，建議社會企業持續落實社會企業理念與價值之實踐，

社會企業產品融合消費者需求與理念、以理念創造故事，並增進消費者對社會企

業產品之公益價值；對於政府之建議為，注重運用公共關係之政策行銷工具增進

產品曝光之機會，並透過政策行銷工具傳達社會企業理念與公益價值以推廣社會

企業產品，亦可讓社會企業自行創造行銷，以提升消費者之消費動機，進而增加

其消費行為。 

關鍵字：社會企業、消費動機、產品屬性、政策行銷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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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Product Attributes and Policy Marketing 

Tools on the Social Enterprise’s Consumer Motivation 

Abstract 

In order to support and promote social enterprises in Taiwan, the Executive Yuan 

approved the “Social Enterprise Action Plan” on September 4, 2014. The social 

enterprise was established to solve a certain social or environmental problem. Creating 

revenue through commercial means, the profit can contribute to society, support 

specific ethnic groups, and continually address the social or environmental issue. 

Therefore, if a social enterprise can understand the needs and opinions of consumers 

and understand the motivation of purchasing products, it will be a great help for social 

enterprises. However, both social enterprise product attributes and policy marketing 

tools can affect consumers' consumption motives; product attributes can stimulate 

consumer demand and also promote consumer purchasing behavior. In addition, for the 

sake of promoting social enterprise policies, the government uses policy marketing 

tools to introduce product functions and attributes, and promotes social enterprise 

products, thereby affecting consumer motivation and increasing consumers' willingness 

of purchasing social enterprise products. Therefore, our study intend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consumers' consumption motivations on social enterprise product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consumers,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social enterprise product attributes 

and policy marketing tools on consumer motivatio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ers and social enterprises. 

To achieve our research purpose, this study targets to investigate the consumer 

motives of social enterprise product, collecting 360 copies of valid consumer samples 

from the consumers social enterprise product catalogue pub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in 2016, which involves consumers from 34 social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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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product attribut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consumer motivation and policy marketing tools, 

and so as the policy marketing tools with consumer motivation.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also shows that product attributes explain consumer motivation far greater than 

the policy marketing tools, and can affect the consumption motives more. Moreover, 

the policy marketing tools have partial mediation effects on product attributes to affect 

consumption motives.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social 

enterprises continue to implement the practice of social enterprise concepts and values. 

Social enterprise products should integrate consumers’ needs and concepts, create 

stories with ideas, and enhance the public welfare value of consumers for social 

enterprise products. We suggest that government should focus on using marketing tools 

policy of public relations to enhance product exposure opportunities. Government 

should also spread social enterprise concepts and public welfare values through policy 

marketing tools to promote social enterprise products. It allows social enterprises to 

create their own marketing to enhance consumer motivation, and then increase their 

consumption behavior. 

 

Keywords: social enterprise, consumer motivation, product attributes, policy 

marketing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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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於研究社會企業產品消費者之消費動機，並以經濟部 2016 年發

行的社會企業產品型錄所彙整之 34 家社會企業消費者為研究對象。本章分有三

節，分別針對本研究之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以及名詞釋義等提出說明，以

期界定研究內容。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聯合報系願景工程《社企大調查》於 2015 年針對社會企業進行民意調查，

62%的民眾願意付出較多的金錢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或服務，25%的人無意願，結

果顯示民眾對社會企業產品或服務之價格有較高的接受度；而民眾最希望社會企

業提供的產品或服務，以「販售有機食品或在地農產品」的比例最高，達 65%，

由此顯示民眾對社會企業產品的需求（聯合報系願景工程，2015）。 

臺灣為支持及推動社會企業，行政院於 2014 年 9 月 4 日核定「社會企業行

動方案」，訂立調法規、建平臺、籌資金、倡育成等四大策略，以鼓勵更多人來

參與社會企業（行政院，2014）；因此，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於 2015 年委託社團

法人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建置社會企業登錄平台，係為建立社會企業資訊揭

露機制，使社會企業發展資訊透明、公開，並打造社會企業與社會大眾的溝通平

台（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2015），以使社會大眾更加容易了解社會企業。 

據經濟部統計，2015 年計有 101 家社會企業至社會企業登錄平台完成登錄，

至 2017 年業有 140 家，惟登錄平台機制隨政策調整業於 2017 年結束；而經濟部

2016 年發行之社會企業產品型錄，係經濟部自登錄機制平台上之各社會企業中

彙整出 34 家各類型優質且具代表性之社會企業產品資訊，以登錄公司型社會企

業為主，含括食農創新、社區發展與文化保存、教育學習、就業促進、公平貿易、

環境保護、醫療照護及其他等類別（經濟部，2016）。政府期藉由該型錄之發行，

推廣與行銷社會企業產品，讓消費者可找尋信任且安心之社會企業服務與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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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企業經營重要的觀念，是以顧客導向所擬定的行銷策略，其在於了解消

費者真正的需求，進而針對其需求推出不同且多樣的產品來滿足他們（周文賢、

張欽富，2000），而社會企業亦然朝此觀念經營。社會企業是一個以商業化的運

作模式經營，以自給自足為經營的目標，在其解決社會問題，提供就業的工作機

會給特定族群，以完成其社會使命及創造社會價值的同時，亦必須兼顧企業的經

濟財源，生產社會企業產品來獲取收益；也就是說，在實際運作上，社會企業為

了達到經濟的效益，其提供之產品或服務的銷售必須提高，才能擁有充足的營運

資源，以達成其社會使命；因此，經濟收入的來源提供者對於社會企業是相當重

要的一環，而經濟收入的來源提供者即是廣大市場中的消費者。這使得社會企業

管理除了重視專業導向之外，也必須側重以消費對象為主的顧客導向，運用商業

市場的經營管理與行銷的手段，成為了社會企業在未來永續發展之重要趨勢。 

爰此，如何增進消費者對於社會企業產品之購買力是社會企業經營者需努力

的方向。社會企業如同一般企業，在以商業運作模式投入市場生產產品或提供服

務時，會受到一般市場因素影響，且營利收入是社會企業財務來源的一部分，企

業要維持競爭力，也必須重視消費者的需求（黃德舜、鄭勝分、陳淑娟、吳佳霖，

2014）。因此，消費者對於社會企業的認同與支持相當重要，消費者的消費動機

可能會影響其對社會企業產品的購買意願和行為。故，社會企業能夠了解消費者

購買社會企業產品之動機，從中獲知消費者對於產品的需求與看法，對於社會企

業有相當大之助益。 

近年來，臺灣的消費者面對食安危機的恐懼中，逐漸對於其健康意識的提升

以及環境的重視，也更加在乎產品的品質，以及服務經營者的社會責任與社會價

值。而任何產品皆是由屬性所構成，消費者之所以較偏好某一產品進而加以購買，

即是因為該屬性較能符合他們的預期（周文賢、張欽富，2000）。且產品屬性不

僅能激發消費者需求，還可促使消費者之購買行為；消費者並不完全了解所有產

品屬性，惟只要其中一項或數項屬性能引起其注意與興趣，即可刺激消費慾望，

並進而誘發顧客之消費行為（周文賢、張欽富，2000）。有學者即指出不管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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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哪一種屬性皆是為了欲建立或改變消費者對產品的態度與認知，更希望進一步

改變消費者對於產品的想法（何昭賢，2000）。由此可知，社會企業在生產社會

企業產品時，有必要了解構成該產品的各個屬性為何，是否藉此得以影響消費者

之消費動機。 

在跨國研究中顯示，歐洲社會企業在於關注解決弱勢者社會融合之問題。而

社會企業亦強調永續發展的概念，以美國之經驗來說，社會企業不是傳統綠色永

續觀點，而是以生態及社區為主的社會永續（social sustainability）觀點(Sulewski, 

Dzombak, Bell and Mehta, 2012)。在美國，2006 年設立於賓州的非營利組織「B

實驗室」（B Lab），即透過影響力的評估，以確保取得「B 公司」（B Corp）認

證的公司為之真正對環境友善之企業，而非假綠色企業之名，實為「漂綠」

（greenwashing）的營利企業(Stecker, 2016)。因此，在社會企業從綠色永續發展

成為社會永續的過程中，消費者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否受到其對於社會和環境價

值認同之影響，就是值得深入探討之議題。 

政府在推行社會企業政策同時，為促進社會企業產品消費，政府行銷的推動

亦有極大之助益。在行銷觀念的發展過程不僅只限於一般企業，政策在推展的過

程中，亦必須運用行銷的手法加以推廣，亦即是由政府作為行銷主體，將其所欲

傳達之政策或服務進行行銷；政府透過對於人民的雙向互動、動態溝通的行銷方

式，採取有效的行銷策略及方法，促使公民對於政策產生共識與認同，其目的也

是為增加政策執行成功之機率，滿足大眾的需求與福利。然而，為使政策行銷得

以能夠成功，不僅是在政府、政策本身的角度與立場去執行，而是政策亦需要貼

近與符合大眾的需求，使政策的核心理念和價值得以符合民眾的期待，以讓消費

者滿意與感動。 

因此，為促使消費者增加購買社會企業產品的機會，政府在推行社會企業政

策上，運用政策行銷工具的方式加以推廣，惟如何運用有效之政策行銷工具以宣

達社會企業產品，藉此影響消費者消費動機，以促進社會企業產品之消費，是政

府單位重要的課題。據此，政策行銷工具是否有效運用，對於消費者消費動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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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影響亦是有其探討之必要。且，在政策行銷的過程中，一部分亦是為了透過行

銷工具的方式彰顯產品屬性的特色，政策行銷需了解政策產品的功能、內涵等屬

性，才能選擇合適之政策行銷工具，針對標的消費者進行行銷，以影響消費者之

消費動機，由此來看，產品屬性與政策行銷工具之間可能具有關聯性，且政策行

銷工具在產品屬性與消費動機中亦可能造成影響，皆是本研究探討之重點。 

在社會永續的理念以及整個社會企業發展脈絡裡，社會企業登錄機制的出現

與社會企業產品型錄的發行，顯示社會企業已逐漸成形。然而，對於消費者為何

願意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否願意持續加以支持，即消費者購買社會企業產品之

動機為何，目前亦無相關的調查研究。檢視過往有關社會企業的研究，多是以社

會企業的角度，探討社會企業的本身，以及其運作模式、經營的管理與問題等，

較少從消費者的觀點進行研究。 

因此，本研究欲從消費者的立場，來分析影響消費者購買社會企業產品之消

費動機，以及是否會受到產品屬性、政策行銷工具之影響，並進一步針對產品屬

性與政策行銷工具之間的關聯性，以及政策行銷工具在產品屬性與消費動機是否

造成影響進行探討，以了解消費者與社會企業的關聯，提供社會企業與政策未來

發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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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社會企業行動方案自 2014 年起施行，至 2016 年底結束，計推展 3 年。在前

述研究背景與動機中所探討之政策背景之下，我國至今已發展多家社會企業，經

統計由 2015 年之 101 家，迄今已有 140 家社會企業；而社會企業產品型錄於 2015

及 2016 年分別發行。 

社會企業的成立係為了解決某個社會或環境問題，透過商業化的手段來創造

營收，其盈餘用來貢獻社會、扶助特定族群、投資企業本身以及持續解決該社會

或環境問題，因此，營收對於社會企業來說是相當重要。然而，社會企業能夠以

產品銷售來製造營收，但對於廣大市場的消費者，社會企業如何獲知消費者的需

求與看法，若能了解其購買社會企業產品之動機，對於社會企業本身來說是一大

助益，社會企業可從消費者購買產品之動機中，了解消費者消費的原因，得知其

消費的原因是否有尚未讓消費者滿足需求之部分，以及社會企業提供的產品或服

務是否有符合一定的品質、是否有達到消費者的期待等，以找尋對於社會企業產

品進步與發展之空間；且社會企業倘若無法了解消費者的需求，提供其滿意的產

品或服務時，可能會減少消費者未來持續購買社會企業產品的可能性。因此，能

夠了解消費者多一些，也就代表產品成功售出的可能性也就更多一些。 

惟目前對於消費者購買社會企業產品之消費動機為何，社會企業產品屬性是

否影響其消費動機；且政府在推行社會企業政策，透過政策行銷工具之推廣，對

消費者之消費動機有何影響，以及政策行銷工具的介入對於產品屬性與消費動機

之影響性為何，目前皆仍欠缺相關研究。故，本研究欲透過調查研究以探討消費

者主要購買社會企業產品之消費動機，以對於社會企業的經營與政策推展提供建

言。 

而本研究為了解消費者購買社會企業產品的消費動機，以及社會企業產品屬

性、政策行銷工具與消費動機間之影響，將以量化研究的取徑進行探討，透過問

卷調查且大樣本的方式取得大量、普遍性的資料，亦使研究結果能較具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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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企圖找出消費者對於社會企業產品存在的消費動機，並能針對此一結果發展出

滿足消費者重視之關鍵性動機的社會企業產品與合適之政策行銷工具，以提供給

社會企業及政府參考，藉以強化社會企業優勢之產品及行銷手法。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待答問題為以下五點： 

（一）影響消費者購買社會企業產品之消費動機為何？ 

（二）社會企業產品屬性是否影響消費者購買社會企業產品之消費動機？ 

（三）社會企業產品屬性是否影響政策行銷工具？  

（四）政府之政策行銷工具介入是否影響消費者購買社會企業產品之消費動機？ 

（五）政策行銷工具是否在社會企業產品屬性與消費動機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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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社會企業 

行政院（2014）核定之社會企業行動方案所定義之社會企業，分別訂有廣義

及狹義之操作型定義。社會企業就廣義而言指的是，該組織以商業模式解決特定

社會或環境之問題，其盈餘主要用於投資社會企業本身，持續解決該社會或環境

問題，而非為出資人或所有者獲取利益；在組織特性上，社會企業同時追求社會

與經濟利益，但以創造社會影響力為主要使命；另在組織型態上，以一般營利事

業或者非營利組織之型態存在，其關注之議題包含弱勢關懷、在地發展、生態環

保、公平貿易等多元類型。而就狹義操作型定義，社會企業係指組織章程應明定

以社會關懷或解決社會問題為首要之目的；於每年會計年度終了，財務報表須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並應申報及公告其社會公益報告；另，組織當年度可分派盈餘

應至少有 30%保留用於社會公益目的而不得分配。鑑於我國社會企業仍屬發展階

段，故本研究採取廣義的界定方式。 

因此，本研究所定義之社會企業，係採用廣義之社會企業定義，指的是用商

業模式解決某一種社會或環境問題之組織，其社會企業有營收及盈餘，而其盈餘

主要用來投資社會企業本身，非為給予出資人或所有者之利益，以持續解決該社

會或環境問題，例如提供具社會責任或促進環境保護的產品或服務、為特定族群

創造就業機會、採購特定族群提供之產品或服務等各種組織類型之社會企業。 

二、社會企業產品 

社會企業是一種可以同時具有社會關懷與獲利之公司型態組織。社會企業所

發展之產品並非一般商品，其社會企業產品之背後意涵是隱含了其特殊意義，或

為解決每一個社會或環境問題。經濟部於 2016 年發行之社會企業產品型錄，依

組織樣態之經營的重點方向將社會企業產品類型分為食農創新、社區發展與文化

保存、教育學習、就業促進、公平貿易、環境保護、醫療照護及其他等八大類別，

這些社會企業產品含蓋了商品及服務。然而，不同類型之社會企業皆是希冀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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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產品的採購與販售，讓消費者關注到此產品與服務背後之生產者及相關

社會議題。因此，社會企業產品非一般非營利組織之社會福利產品或愛心產品，

亦非為一般商業之綠色產品，社會企業是欲使消費者透過產品的購買以支持其社

會理念，並藉由消費行動為社會發展帶來一份正面影響力。 

綜上所述，本研究所定義之社會企業產品是含蓋商品及服務，其重要理念即

是欲兼顧社會與經濟價值，主要是為了幫助特定族群或促進環境友善，以達社會

永續。為使調查對象更具信度，故本研究以經濟部 2016 年發行之社會企業產品

型錄為調查底冊（詳附錄一）。 

三、消費動機 

消費動機是代表著透過產品與服務的購買與消費，來滿足消費者生理與心理

需求之驅策力；任何購買行為都是由消費動機所引發。黃俊英（2002）所定義動

機是一種被刺激的需要，足以使人去採取某種行動以滿足其需要。 

Jamal 等人認為消費動機為引導消費者購買的內在力量 (Jamal, Davies, 

Chudry and Al-Marri, 2006)。消費者在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或服務時，會因為價格、

實際需求、方便性、好奇體驗，或是為了同情及幫助特定族群、認同社會企業理

念，以及消費者本身欲對於社會有所付出與貢獻，滿足心理需求價值等動機，進

而消費社會企業產品；也因為社會企業各種類型的不同，消費者購買社會企業產

品之消費動機亦不同。 

因此，本研究所定義之社會企業產品消費動機，是指消費者透過社會企業產

品消費與服務的購買，滿足其心理與生理的需要，包含購買一般產品之消費動機，

如符合消費者需求、方便、服務態度等實用動機，可滿足其好奇心、增進人際關

係，亦包含是為幫助特定族群、創造特定族群就業機會、促進社會關懷等道德與

自我實現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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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品屬性 

產品屬性是指消費者對於產品的感受與看法，消費者會將每項產品包含的外

顯與內顯之各種性質視為產品屬性的組合。Tran 與 Fabrize 指出產品屬性會影響

消費者的認知，亦會影響消費者對於產品的評估(Tran and Fabrize, 2013)。 

消費者在購買產品過程當中產品屬性是一個考量的基準，其可能會因為產品

的價格、品質、功能或獨特性之因素，而使消費者選擇購買該項產品。即使是相

同種類的產品，其產品屬性對於不同的消費者而言，可能其會有不同的評斷與感

受。產品屬性是消費者衡量購買社會企業產品之重要依據，消費者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可能會受一般產品附有之功能、價格、品牌等屬性所影響外，亦可能是因

購買社會企業產品可以滿足其社會友善價值之心理因素，具有著公益價值屬性，

而影響消費者產生消費行為，皆是社會企業產品屬性組合的部分。 

綜合以上論點，本研究所定義之社會企業產品屬性，是指消費者對於社會企

業產品的感受與評價，是消費者在消費社會企業產品過程中一個重要的衡量標準，

其產品屬性包含產品應有的功能、產品價格、包裝、品牌等一般產品之基本屬性，

以及該產品附有之公益附加價值、社會價值或友善環境之公益屬性。 

五、政策行銷工具 

政策行銷工具是指政府在推廣各項政策時，在執行的過程中，透過各種政策

行銷工具，將欲推行之政策針對目標對象進行行銷，以傳達政策的內涵和項目，

影響目標對象之認知與行為，即是以政策行銷方式運作，來有效達到政策之執行

與目標。 

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可藉由辦理活動之方式，讓參與的民眾能夠了解與認

識社會企業，或透過出版品、廣告、網路等行銷媒介，運用公共新聞報導等行銷

工具，增加社會企業產品曝光，宣達社會企業之理念，使社會大眾給予社會企業

認同與支持，並且吸引消費者購買社會企業產品，讓社會企業有盈收也得達成社

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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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研究所定義之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是指政府推廣社會企業

政策、產品或服務所運用之政策行銷方式，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包含政府廣告、

辦理活動、出版品、相關網站平台、以及針對社會企業之公共關係與新聞報導等

工具，政府藉由政策行銷工具行銷社會企業，讓社會企業產品、服務或理念被更

多人看見，更讓大眾、消費者了解與認識社會企業，以促使其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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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有四節，依據第一章所提出之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檢閱國內外相關

文獻，分別針對社會企業產品消費動機、社會企業產品屬性、社會企業政策行銷

工具，以及產品屬性、政策行銷工具與消費動機之關係進行探討，以作為本研究

假設之依據，並應用於本研究之問卷設計。 

 

第一節 社會企業產品消費動機 

本研究係欲探討消費者對於社會企業產品之消費動機，因此，針對與研究主

題相關的社會企業產品消費動機之理論與文獻進行回顧。在進入社會企業產品消

費動機之前，將從一般商業之消費動機進行了解，再進一步探討社會企業產品的

消費動機。 

一、消費動機 

消費動機是透過產品消費與服務的購買，滿足消費者的心理與生理需要的驅

策力；消費動機具有消費強度外，也有方向性，是一種目標導向的行為，以滿足

特定的需求（謝文雀，2001；林靈宏，1994；蔡文玲、洪馨蓮，2016）。Blackwell、

Miniard 與 Engel（2001）認為消費者動機代表著藉由產品與服務的消費，來滿足

生理或心理的需要（引自林隆儀、許慶珍，2007）。林欽榮（2010）指出，動機

是決定人類行為的最主要因素，人類若缺乏動機，將無法產生行動；此外，動機

來自於個人的需求與內、外在的刺激，由於個人有需要滿足的慾望或是受到刺激

影響，而產生了動機。因此，任何行為都是由動機所引發，個人的消費行為亦源

自於購買的動機。林隆儀、許慶珍（2007）將消費動機提出重要的意義，其表示

動機的起始都是來自於需求的激發，當現實狀況與期望有落差時，就會產生需求；

有些需求會受到個人的生理狀況、情緒或認知過程等內在刺激，或是外在環境刺

激而激發，此激發需求的力量稱之為驅動力，而驅動力愈強愈能促使人們為了滿

足需求進而產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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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欽榮（2010）指出，消費動機的產生來自於刺激與個人需求，因此，影響

消費動機的因素，不外乎是消費者個人特性、產品的特性、情境的特性等。其認

為激發消費動機的作法，包含訂定合理的價格、注意產品的品質、建立良好的商

譽、提供多樣化產品、提供替代性產品、提供周全的服務、塑造良好品牌形象、

銷售地點適中便捷等方式，以激發並滿足消費者的消費動機。 

由上述可知，消費者的購買行為是源於消費者的消費動機，而此消費動機的

產生，係來自於刺激與需求，在消費者升起為了滿足某種需求的慾望，即會產生

動機引發消費行為，以使其滿足需要或達成目標。 

二、消費動機的分類 

在消費動機之類型中，從消費者心理學中解釋，在 Maslow（1970）的需求

層次理論中，其認為人的需求有層次之別，Maslow 主張人的動機是從低層次的

需求排列至較高層次之需求，其依序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會需求、尊重需

求及自我實現需求。因此，在消費者對於產品需求的不同上，購買的產品品項亦

不相同，對於其消費行為亦會有影響上的差異，然而，現今在人類生活水平逐漸

的提高之下，較高層次的需求像是社會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等，對於

其消費動機與行為之影響亦然會提升。Tauber（1972）之研究發現，人在購物時

的動機是由許多因素組成，包含對於產品的需求以及商品無關的各項需求或服務，

而非只是本身對產品或服務的需要，因此，Tauber 將消費動機分為個人動機與社

會動機。有關各學者對於消費動機之類型分類如下表 2-1。 

表 2-1 國內外學者對消費動機類型之分類 

學者 消費動機類型 

Maslow（1970） 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會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

求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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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國內外學者對消費動機類型之分類(續) 

學者 消費動機類型 

Tauber（1972） 1. 個人動機：角色扮演、娛樂消遣、自我滿足、獲悉新

趨勢、身體活動、感官刺激。 

2. 社會動機：戶外社交經驗、和其他有類似興趣的人交

流、同儕團體的吸引、身份地位與權力、討價還價的

樂趣。 

Wilkie（1990） 消費者購物的典型動機：角色扮演、娛樂、自我犒賞、學

習、運動、感覺刺激、溝通、同儕團體的魅力、地位與權

力、討價還價或協商的歡愉。 

Burstiner（1991） 1. 理性動機與情感動機。 

2. 首要動機與選擇動機：商品知名度、耐用度、容易操

作、價格合理、售後保證和服務。 

3. 惠顧動機：消費者規律且重複至同一家商店購買的動

機，包含地點方便、店員服務態度好、商品價格合理、

商品多樣化、產品品質良好等。 

Blackwell、Miniard 

與 Engel（2001） 

生理的需求、安全與健康需求、愛與友誼的需求、財務資

源與保證的需求、娛樂的需求、社會形象需求、擁有的需

求、給予需求、資訊的需求、變化的需求。 

Ono、Nakamura、

Okuno 與 Sumikowa 

（2012） 

將消費動機分為六種： 

1. 價值動機：是指在購物時尋找折扣或便宜的商品，消

費者會因找到便宜商品而感到滿意。 

2. 角色動機：消費者替他人購物時，發揮社會角色的作

用，而感到內在的興奮與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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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國內外學者對消費動機類型之分類(續) 

學者 消費動機類型 

 3. 冒險動機：消費者在購物過程中期望遇到新奇、有趣

的事，並可以體驗刺激或冒險的感覺。 

4. 社會動機：可以享受與朋友和家人購物的樂趣、購物

時與他人社交活動，提供了與他人討價還價的機會。 

5. 滿足動機：利用購物可以釋放壓力、減輕負面情緒，

或滿足自我的方法。 

6. 思考動機：追隨最新趨勢或流行，追求創新產品。 

香港研究協會

（2007） 

1. 實際效用動機：素質、價格、服務態度、售賣地點的

方便程度。 

2. 道德動機：幫助弱勢族群、關心特殊議題。 

鍾庭耀（2009） 1. 個人動機：價錢、實際需要、美觀、耐用程度、品牌、

產品來源。 

2. 社會動機：幫助弱勢族群、促進社會發展、貢獻社會。 

戴秀嬌（2009） 1. 企業形象與自我實現：了解服務對象、自我表達、自

我能力展現、認同理念、自我肯定。 

2. 實用價值：例行性消費、產品考量、價格考量、地點

方便、服務態度。 

3. 道德動機：幫助弱勢族群、社會關懷、表達愛心、同

情心、道德良知。 

4. 休閒與人際互動：親友推薦、接受邀約、家人朋友聚

會、增進人際關係、增加社交經驗。 

5. 體驗動機：好奇心、新鮮感、打發時間、紓解壓力、

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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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國內外學者對消費動機類型之分類(續) 

學者 消費動機類型 

藍文佑（2010） 包含社會認同、自我表達、社會識別及社會責任感等動

機。 

林欽榮（2010） 1. 個人特性。 

2. 產品特性：價格、產品品質、品牌形象。 

3. 情境特性：銷售地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社會企業產品消費動機之相關研究 

社會企業是兼具營利與非營利性質的組織，是一個可擴張與永續經營的商

業模式，強調必須兼顧社會與經濟雙重目標，社會價值與商業收益必須平衡，

提供社會及環境問題的解決與擴大社會影響力（黃德舜、鄭勝分、陳淑娟、吳

佳霖，2014；黃上晏、潘冠妘、黃哲悠，2015）。 

社會企業產品在市場上面臨與一般產品之競爭，如何經營與生存對於社會企

業來說是一大考驗與挑戰。林怡君（2008）以參與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經濟型計畫

之執行單位做分析，非營利組織在發展社會企業的過程中必須面對機構目標、未

來定位、組織認同、社會資本等方面的危機及潛力，不僅是單純的適應環境，更

要提出妥善的因應策略才能永續經營。以服務或商品產銷方面來說，組織在維持

公益形象以及與市場競爭上有雙重壓力，為了與市場競爭，服務或產品必須持續

保有獨特性及品質，因為單憑公益形象吸引消費者前來購買，並不能建立忠實的

顧客群；而太過重視公益形象，也可能導致消費者對於商品品質有所懷疑，這些

都使得組織在生產與行銷必須拿捏得宜，而經營成功者不外乎是將組織定位為一

般企業，不以弱勢自居，反而更能獲得消費者的青睞。另外，大部分的非營利組

織對如何強化產銷通路普遍缺乏經驗，未能找到與市場同質產品的區隔，且無法

有效推廣產品，進而影響獲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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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2007）指出，社會企業就像一般企業，可以販售其產品或服務在各種

不同的市場中，因此，社會企業消費者得以在公開市場裡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或服

務。而隨著社會企業各種類型的不同，消費者購買社會企業產品的動機亦有所不

同。一般而言，社會企業消費者的消費動機簡單來說是為了藉由消費取得其有需

求之產品或服務，惟這些需求亦包含更深層面之心理因素與動機，消費者可能因

為人際關係因素或社會因素購買產品。 

以消費者的觀點來說，消費者在基於認同且支持社會企業的理念下購買社會

企業產品，而 Doherty 等人依據 Lafferty、Goldsmith 和 Newell（2002）之研究顯

示，企業形象與購買意向呈現正相關，有越來越多的證據強烈支持此觀點(Doherty 

et al., 2009)。在國內消費者的相關研究上，在對於社會企業產品的消費行為亦係

基於認同該社會企業之理念與價值而購買（戴秀嬌，2009；藍文佑，2010）。因

此，消費者於衡量社會企業產品中，社會企業之理念與社會價值是一項重要的消

費動機，社會企業若能實踐其社會理念與價值，得以有效提升消費者之認同與支

持，讓消費者有了該動機購買社會企業提供之產品和服務，滿足顧客的期望，進

而提升其消費的意願。 

香港研究協會（2007）針對市民對香港發展社會企業的意見調查結果中發現，

受訪著對於選購社會企業的產品或服務之考慮因素為素質、社會目的、價格、售

賣地點的方便程度；且如果社會企業與一般企業的產品或服務的價格相同，有

64%的受訪者會選擇購買社會企業的產品或服務。另鍾庭耀（2009）在香港市民

對社會企業認知程度意見調查之研究中，為了解香港市民及中學生對社會企業的

意見和認識，研究結果顯示有六成市民表示願意多付金錢選用社會企業產品和服

務；而消費者在選購社會企業產品或服務時，會考量價錢、實際需要、美觀、耐

用程度、品牌、產品來源，以及認為社會企業可以幫助弱勢族群、促進社會發展，

以及對社會有所貢獻。 

藍文佑（2010）在善因動機對社會企業的認同之影響研究中，將善因動機含

括社會認同、自我表達、社會識別及社會責任感四個構念。其中，社會認同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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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為了想讓其他人對自己的行為和表現留有正面、喜好的印象和看法，而去購

買特定廠商的產品有的特定行為之動機；自我表達是指人們為了表達自己的信仰、

態度或改變對他人的價值，而去購買一個產品所產生的動機；而社會識別指的是

人們會聚焦在使用該產品的人之社會特色，或是該產品對其他人的意義或聯結，

且傾向於尋找分享相同行為或態度的人作為一種識別；社會責任感則是指人們對

本身及廠商的企業社會責任所重視的程度。其研究結果指出，善因動機對社會企

業的認同有正向的影響，善因動機對社會企業之知識與理解有正向影響，而社會

企業之知識與理解對社會企業的認同亦有正向影響。 

另外，戴秀嬌（2009）以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為例探討消費動機之研究，

該研究以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經營之烘培屋與餐坊的消費者為研究對象進行

問卷調查，探討消費者對於這類型之社會企業認知、消費動機與滿意度。其將社

會企業消費動機類型就其特性分為五種動機因素類型，為企業形象與自我實現、

實用價值、道德動機、休閒與人際互動以及體驗動機，其研究結果顯示，針對消

費者到社會企業消費主要是因為想要幫助弱勢族群、關心弱勢族群以及滿足自己

的需求；且消費者的基本背景屬性不同，其對社會企業之消費動機亦不同。 

經發現，部分社會企業是由身心障礙者等特定對象經營與就業，然而，在社

會企業消費動機之因素，許多研究皆表示是為幫助弱勢族群擁有就業機會，惟身

心障礙者、原族民或新移民等亦並非弱勢，消費者關心之特定族群並不一定為弱

勢；故，依據我國就業服務法之「特定對象」是包含原住民、身心障礙者、中高

齡者、獨力負擔家計者、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更生受保護人、長期失業

者、外籍與大陸地區配偶、家暴及性侵害被害人等（全國法規資料庫，2016）。

因此，為避免標籤任何對象，本研究針對弱勢族群名稱皆修訂為「特定對象」。  

透過以上學者之研究觀點與結果，社會企業產品較一般產品更多了其他消費

動機的因素，換言之，消費者在購買社會企業的服務與產品時，其消費動機不僅

是擁有購買一般產品之動機，如滿足需求、方便、服務態度等實用動機，亦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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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支持社會企業為特定族群創造就業機會、幫助特定族群等道德動機，並藉由

消費來表達自己的行動以改變社會。 

綜合國內外研究發現，其多探討消費動機對消費者購買一般產品的影響，較

少探討消費動機對於消費者購買社會企業產品之影響，然而，對於一個新興的重

要議題，在研究上仍有極大的發展空間，是故，本研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

爰此，本研究擬透過蒐集實證資料，據以歸納分析研究問題之概況。 

整理國內外相關文獻，有關社會企業產品相關消費動機之分類，以作為本研

究中「社會企業產品消費動機」之測量變項的參考，彙整如表 2-2。 

表 2-2 社會企業產品消費動機相關分類 

構面 次構面 相關文獻研究 

好奇與體驗動

機 

好奇心/新鮮感

/知名度 

Tauber（1972）；Wilkie（1990）；Burstiner

（1991）；Blackwell、Miniard 與 Engel（2001）；

Ono、Nakamura、Okuno 與 Sumikowa （2012）；

戴秀嬌（2009） 

企業與品牌形

象 

Lafferty、Goldsmith and Newell（ 2002）；

Doherty et al.（2009）；戴秀嬌（2009）；林欽

榮（2010） 

實用動機 需求性 Maslow（1970）；Blackwell、Miniard 與 Engel

（2001）；香港研究協會（2007）；戴秀嬌

（2009）；鍾庭耀（2009） 

方便性 香港研究協會（2007）；戴秀嬌（2009）；林欽

榮（2010） 

例行性消費 Burstiner（1991）；戴秀嬌（2009） 

服務態度 Burstiner（1991）；香港研究協會（2007）；戴

秀嬌（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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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社會企業產品消費動機相關分類(續) 

構面 次構面 相關文獻研究 

道德動機 關心特殊議題/

社會關懷/訴諸

行動 

香港研究協會（2007）；戴秀嬌（2009）；鍾庭

耀（2009） 

道德因素/表達

愛心/同情心 

香港研究協會（2007）；戴秀嬌（2009）；鍾庭

耀（2009）；藍文佑（2010） 

幫助特定族群 香港研究協會（2007）；戴秀嬌（2009）；鍾庭

耀（2009） 

人際互動 人際關係/增加

社交經驗 

Maslow（1970）；Tauber（1972）；Wilkie（1990）；

Blackwell、Miniard 與 Engel（2001）；Alter

（2007）；Ono、Nakamura、Okuno 與 Sumikowa 

（2012）；戴秀嬌（2009）；藍文佑（2010） 

成就感與自我

實現 

成就感/自我表

達/自我能力展

現 

Tauber（1972）；Wilkie（1990）；Blackwell、 

Miniard 與 Engel（2001）；Ono、Nakamura、

Okuno 與 Sumikowa （2012）；藍文佑（2010）；

林欽榮（2010） 

自我實現 Maslow（1970）；Tauber（1972）；Wilkie（1990）；

Ono、Nakamura、Okuno 與 Sumikowa （2012）；

戴秀嬌（2009）；藍文佑（2010）；林欽榮（2010） 

組織認同 林怡君（2008）；藍文佑（2010）；戴秀嬌（200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上述表列所示，社會企業相關研究中，從消費者之個人需求面向、社會需

求面向等分類來說，彙整國內外各學者在社會企業消費動機之相關文獻，社會企

業產品消費動機包含好奇與體驗、實際需求、方便性、例行性消費、獨特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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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態度、企業與品牌形象、人際關係、成就感、自我實現、組織認同、關心特殊

議題、道德動機、幫助特定族群等不同面向之消費動機。本研究據以將前揭不同

面向之消費動機，綜整分類為相關類型之動機，分為五大面向，其分別為好奇與

體驗動機、實用動機、道德動機、人際互動及成就感與自我實現動機等五種動機

類型。在「好奇與體驗動機」上，是為了獲悉新趨勢、擁有新鮮感，追求變化的

需求，以及滿足感官及感覺的刺激，或是因企業擁有良好的形象、或品牌知名度，

其包含了好奇心、新鮮感、知名度因素（Tauber, 1972；Wilkie, 1990；Burstiner, 

1991；Blackwell, Miniard and Engel, 2001；Lafferty, Goldsmith and Newell, 2002；

Doherty et al., 2009；Ono, Nakamura, Okuno and Sumikowa, 2012；戴秀嬌，2009；

林欽榮，2010）。從「實用動機」來看，是為了實際效用，提供個人生理的需求，

以滿足消費者之需要，其包含例行性消費、需求性、方便性、服務態度佳之因素；

例行性消費動機是消費者有使用該產品之習慣，或規律且重複地會購買同種產品；

需求性因素是擁有實際的用途；方便性因素是為有方便性的動機，考量售賣地點

的方便程度，因取得方便的的情境特性；服務態度的動機包含店員服務態度好、

售後保證和服務等因素（Maslow, 1970；Burstiner, 1991；Blackwell, Miniard and 

Engel, 2001；香港研究協會，2007；戴秀嬌，2009；鍾庭耀，2009；林欽榮，2010）。

在「道德動機」上，是為了表達愛心、同情心、道德感、擁有道德良知，並得以

幫助特定族群、關懷社會特殊議題，以促進社會發展，及想要改變與貢獻社會，

其包含幫助特定對象、社會關懷、表達愛心、同情心、道德良知、訴諸行動因素

（香港研究協會，2007；戴秀嬌，2009；鍾庭耀，2009；藍文佑，2010）。在「人

際互動」動機上，是為增進友誼、人際關係、增加社交經驗，以滿足社會需求，

其包含親友推薦、增進人際關係、增加社交經驗（Maslow, 1970；Tauber, 1972；

Wilkie, 1990；Blackwell, Miniard and Engel, 2001；Alter, 2007；Ono, Nakamura, 

Okuno and Sumikowa, 2012；戴秀嬌，2009；藍文佑，2010）。最後為「成就感與

自我實現」動機，是為達到自我滿足、地位與權力，以及實現自我，達到成就感，

其包括為了解服務對象、自我表達、自我能力展現、認同理念、自我實現；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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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念是消費者對於社會企業的目標、未來定位表達支持，並認同組織的理念；

而自我實現之因素，是包含自我滿足、自我表達，完成自己所需與意念，肯定及

展現自我能力，以達到自我實現的需求（Maslow, 1970；Tauber, 1972；Wilkie, 1990；

Blackwell, Miniard and Engel, 2001；Ono, Nakamura, Okuno and Sumikowa, 2012；

林怡君，2008；戴秀嬌，2009；藍文佑，2010；林欽榮，2010）。 

因此，本研究參考國內外學者之研究，並視本研究計畫之研究目的進行修正，

社會企業產品消費動機以「好奇與體驗動機」之好奇心、新鮮感、知名度因素；

「實用動機」之例行性消費、需求性、方便性、服務態度佳因素；「道德動機」

之幫助特定對象、社會關懷、表達愛心、同情心、道德良知、訴諸行動因素；「人

際互動」之親友推薦、增進人際關係、增加社交經驗；以及「成就感與自我實現」

之了解服務對象、自我表達、自我能力展現、認同理念、自我實現等五種動機類

型，進行社會企業產品之消費動機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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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會企業產品屬性 

本節係針對社會企業產品之屬性進行探討，將產品屬性、產品屬性類別、以

及社會企業產品屬性之相關文獻，分述說明。 

一、產品屬性的意涵 

現今，社會大眾的生活品質日漸增高，更加重視其購買之產品於外觀、價值

與品質等，在消費型態上亦轉為多元、多樣且更為精緻。而在探討社會企業產品

屬性的涵意之前，必須了解「產品屬性」的定義。 

每一個產品或服務皆有眾多屬性，所謂產品屬性是指產品所有外顯與內部的

各項特徵，而為消費者所察覺者；而產品屬性亦詳細的描述了產品之相關特性、

基本功能的特徵，及顯現該產品相關之功能價值或心理價值（方文熙、賴玟敏，

2012）。產品屬性在消費者評估產品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為產品屬性

會影響消費者對於產品的評估與購買的決定(Tran and Fabrize, 2013)。 

有關產品屬性之定義，Stanton 與 Etzel（1991）指出產品屬性是消費者對產

品所感受的任何事；Kotler（1996）認為產品屬性是產品所有外顯與內含之各種

特徵性質的組合，而能被消費者所覺察者（引自王姿惠、刁儷雅、林豐瑞，2012）。

國內學者周文賢、張欽富（2000）指出產品屬性是產品的各項特徵及性質之組合，

為產品所具有之特質，每一項產品都是由一組屬性組合而成，例如產品的外觀、

功能、品牌及售後服務等都是屬於產品屬性的一部分。 

然而，即使是同一種產品的屬性，對於不同消費者來說可能其評價和感受皆

不相同（陳品如，2014）。Kotler（1996）認為相同的產品屬性對於個別的消費

者而言，會各自產生不同的效用。由於消費者間均為異質性，故不同的消費者對

產品屬性的偏好以及重視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且消費者並不全然知道與了解產品

所有屬性，但只要其中一項或數項屬性能吸引其注意，即能刺激其購買慾望，進

一步產生消費行為（周文賢、張欽富，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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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林素吟與丁學勤（2004）的研究指出，產品屬性亦是與顧客獲得的最終

結果有關，在實體產業即為與顧客所購買的產品有關的屬性，例如產品的特色與

功能；在服務業所謂的產品即為核心服務的最終結果，與顧客接受服務的主要目

的有關，例如去修車廠修理車子，顧客所需的最終結果即是希望車子能被修理好。

由此可知，產品屬性是消費者在購買過程當中一個衡量的標準，其可能會因為產

品的價格、品質，亦或是獨特性之因素，而促使消費者購買該項產品。因此，產

品屬性這項因素對於消費者購買產品是有重要之影響。 

由上述學者對於產品屬性之相關研究可知，產品的屬性是取決於消費者對於

該項產品的評價和衡量，即使是相同種類產品，但對於不同的消費者來說，其感

受與評估該產品之屬性為何，皆可能有所不同。 

二、產品屬性的類型 

至於產品屬性之類型，Kotler 將產品分為五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為核心利益

（core benefit），係最基本之層次，是指消費者真正想購買的基本服務及利益；

第二個層次為一般性的產品（casic product），係行銷人員將核心利益轉換成基本

的產品，也是產品的基本事物；第三個層次為期望產品（expected product），是

消費者所期望該產品的屬性或狀態，能在其購買時符合消費者之要求；第四個層

次為引伸產品（augmented product），意指產品可提供額外的服務與利益，能與

競爭產品有所區別，亦是產品有效競爭的策略；第五個層次為潛在產品（potential 

product），係指引伸產品及其各種轉換之形式，在將來可能演進而發展成為產品

（方世榮，1994）。 

產品屬性對於消費者在產品的評估、選擇與購買上有相當重要之影響，故國

內外學者對於產品屬性的分類，提出許多不同的觀點。國外學者 Zeithaml（1988）、

以及 Richardson、Dick 與 Jain（1994）將產品屬性分為外在屬性及內在屬性；

Kotler 與 Armstrong（1991）認為產品屬性包含核心產品屬性、有形產品屬性及

附增產品屬性。國內學者羅文坤（1986）依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層次，將產品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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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基本功能屬性、便利功能屬性、心理滿足屬性三個屬性；林建煌（2015）更

提及了消費者評估所使用的屬性可分為彰顯性屬性與決定性屬性。本研究茲就各

學者對於產品屬性分類之相關文獻，綜整如下表 2-3。 

表 2-3 國內外學者對產品屬性類型之分類 

學者 產品屬性類型 

Swan 與 Combs

（1976） 

1. 表現效用（expressive performance）：這種效用類式 

Kotler 所謂的心理功能屬性。Swan 與 Combs 認為消

費者購買商品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滿足心理層面，但並

不是每一種同類型的商品都能夠產生同樣的效用。 

2. 工具效用（instrumental performance）：這類效用類似 

Kotler 基本功能屬性及便利功能屬性，它指的是商品

它的實體功能，也就是產品本身具有的基本功能，工

具效用的特點在於即使有了，消費者的滿足感也不會

增加，但是如果缺少的話，消費者一定會感到不滿意，

如汽車的性能，安全性等。 

Zeithaml（1988） 1. 內在屬性（intrinsic attribute）：涉及到產品物理的組成，

在產品本身的性質沒有改變之下不能改變，例如產品

的風味、質地等。 

2. 外在屬性（intrinsic attribute）：外部屬性是與產品相關，

而不是產品本身，例如價格、品牌名稱、廣告。 

Richardson、Dick

與 Jain（1994） 

1. 內在屬性（intrinsic attribute）：指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

或產品後可得到心理層面滿足的屬性。 

2. 外在屬性（extrinsic attribute）：指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

可以明確比較出不同產品間差異的屬性，如產品的價

格、外觀、品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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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國內外學者對產品屬性類型之分類(續) 

學者 產品屬性類型 

Kotler 與

Armstrong（1991） 

1. 核心產品屬性（core product attribute）：消費者真正購

買產品之原始核心、問題解決的利益或顧客所尋求的

服務。 

2. 有形產品屬性（actual product attribute）：將核心利益

轉換成有形產品，包含產品與服務之特色、設計、包

裝、品質水準、品牌名稱等屬性。 

3. 附增產品屬性（augmented product attribute）：可提供

消費者額外的服務和利益，如交貨與信用、安裝、保

證、售後服務等。 

Swanson 與

Horridge（2004） 

1. 便利性：產品易於照顧或清理、價格便宜、產品適宜、

實用與當地製造。 

2. 美觀性：包含產品外觀設計、色彩及包裝具吸引力，

可供佈置觀賞。 

3. 獨特性：著名工藝、藝術家的作品、特定商品或新穎、

創新的產品。 

羅文坤（1986） 1. 基本功能屬性（basic function attribute）：又稱為硬的

屬性（hard attribute）或第一屬性（primary attribute）；

是指用來滿足消費者基本需求層次之屬性，亦即用以

解決生理需求或生活問題之基本功能。第一屬性滿足

了消費者生理層次的需求，形成感官或官能上的滿

足，使消費者擁有使用該產品的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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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國內外學者對產品屬性類型之分類(續) 

學者 產品屬性類型 

 2. 便利功能屬性（convenience function attribute）：又稱

為第二屬性（secondary attribute）。是指用來使消費者

在使用產品時更方便，或能同時解決消費者兩個以上

生活問題之功能。產品的第二屬性滿足了消費者的知

覺層次需求，使消費者在使用該產品時，充分得到操

作上的方便利益。 

3. 心理滿足屬性（psychological satisfaction attribute）：又

稱附加價值屬性（extra value attribute）、軟的屬性（soft 

attribute）、社經地位表徵屬性（SES symbol attribute）

或炫耀屬性（show-off attribute）等。指產品的某些特

徵（尤指價格、外型），可以使消費者用來襯托以及顯

示其所代表某種的身份地位。產品的附加屬性滿足了

消費者心理層次的需求或情緒上的需求。 

何昭賢（2000） 1. 工具效用：與產品有關，如功能、價格、品質等屬性，

這些屬性是有形的價值，而且比較容易利用金錢工具

來衡量的。 

2. 象徵效用：對於產品的感受，如品牌的價值，顏色外

觀所造成的感覺等心理層面的需求。這些產品屬性的

具有某種象徵意義，如身份的表徵或是某種人格特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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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國內外學者對產品屬性類型之分類(續) 

學者 產品屬性類型 

林建煌（2015） 1. 彰顯性屬性（salient attribute）：是指消費者對於購買

決策而言重要的屬性。產品具有很多屬性，但消費者

並不會注意到所有屬性，亦非是所注意到的屬性是消

費者認為重要的屬性。彰顯性屬性通常是指消費者對

於該產品而言會注意到且認為是重要的屬性。 

2. 決定性屬性（determinant attribute）：是指真正決定消

費者要選擇哪一個品牌或到哪一家商店購買的屬性。 

吳培瑜（2016） 1. 原生屬性：產品本身之屬性。 

2. 形式屬性：外觀、質感、顏色、材質、流行。 

3. 知覺屬性：品牌、名人代言、稀有程度、銷售價格。 

4. 衍生屬性：售後服務、保固、便利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社會企業產品屬性之相關研究 

從一般產品之屬性延伸至社會企業產品屬性來說，有關社會企業產品之屬性，

將依其產品之特性、功能價值及心理價值進行探討。 

隨著社會企業產品的產生，社會企業為促使其產品能有效推廣與實際被購買，

其銷售產品多是於一般市場販售，消費者亦能夠於一般商品市場上進行購買以方

便取得；亦因此，社會企業產品在一般商品市場上進行銷售的同時，即會受到一

般市場因素影響。我國學者呂朝賢（2013）以 Alter（2007）所發展的 9 個社會企

業運作模式，描述臺灣現今社會企業的型態之研究中表示，在 Alter（2007）構建

的社會企業模式中，並未特別區分商品市場的屬性，甚至隱含假定了社會企業所

面對的商品市場是與一般企業一樣，也就是其商品屬性意謂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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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呂朝賢（2013）指出，社會企業所提供之商品，在實際運作上與一般市

場商品並無多大的差異。另黃美鑫（2016）的研究則提出，在名人代言的加持下

會影響及轉變消費者原有的購買習慣。因此，社會企業產品在一般市場上銷售，

受到一般商品市場影響，亦在與市場競爭的情形下而成為競爭性產品，其產品屬

性會與一般產品之屬性有所符合，其一般基本屬性包含了產品價格、品牌名稱、

包裝、功能、獨特性與品質、名人代言屬性等。 

除社會企業產品屬性附有一般產品之屬性之外，消費者購買產品可能是因該

產品之社會公益附加價值，而影響其產生消費行為。呂朝賢（2013）提到，社會

企業係處於倫理市場（ethical market）中，倫理市場仍是由供給者及消費者所構

成，以進行交易商品之場域，只是在該場域交易的商品、財貨或勞務，皆附加上

具有社會、環境價值或效益之特徵，即是附有友善社會、環境之意涵。 

在社會企業產品中，部分社會企業是由身心障礙者領域的志願性、非營利組

織所經營，設立工作坊或庇護工場，或是針對社會特定對象，如遊民、新移民、

原住民等族群，提供其就業，以達社會友善之理念與價值；而該社會企業生產之

產品，亦容易被認為為愛心產品。因此，許多社會企業消費者基於購買產品有益

於幫助社會特定對象，以及社會友善之動機下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另外，在消費者對於環境保護的意識提升之下，綠色消費可促使主流消費模

式改變，讓企業能夠思考如何推出綠色產品以同時滿足顧客的需求與環保意識，

在提升營業績效的目標下同時亦能有益於社會與環境永續（范懿文、方毓賢、蔡

明峰，2012）。於 Balderjahn（1988）的研究裡發現，對於生態保護的生活價值

觀具有正面態度之消費者，會購買與使用綠色產品；而美國的 Simmons 調查中

亦指出，有環保態度的消費者較易表現出綠色消費行為（引自魏文欽、柯玉鳳，

2008）。當消費者之環保意識對於綠色消費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即呈現正向之

影響關係。 

因此，從許多研究中發現，消費者之綠色產品意向、綠色消費知識、綠色消

費態度及環境敏感度等變項，對於綠色消費行動均有顯著的正相關（楊政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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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亞，2013）。而綠色產品強調的是環境永續或綠色永續的概念，考量的是以綠

色、綠能當作產品的附加價值。由此可知，友善環境的態度會產生綠色消費行為，

在消費者對於環境保護的議題愈加重視的同時，消費者實際的綠色消費行動亦趨

提高。 

社會企業強調的是社會永續的價值，是透過產品以解決社會問題，以實踐社

會價值。由消費者的觀點看待社會公益消費，消費者亦可能因其有著善因動機或

綠色消費之理念而購買社會企業產品，也因此可發現消費者是希望藉由其消費，

購買的不只是一個產品或服務，更希望能夠向企業購買一份社會責任（王丹云，

2007），亦即消費者的需求除了產品所能提供的基本利益之外，也包括對於社會

和環境的附加價值。因此，社會價值是消費者衡量購買社會企業產品之重要依據，

社會企業若有落實社會價值之理念是可提升其企業形象，讓消費者對於購買該社

會企業所提供的產品或是服務有期望，亦會認為消費社會企業之產品或服務可實

踐社會價值，對於社會有所幫助，具有公益之屬性，因此提升消費者使用社會企

業產品或服務的意願，進而促使其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社會企業商品雖係具有公益屬性，但對於社會企業經營者而言，商品不能僅

僅讓消費者是因公益性質來引發其購買，社會企業商品應能兼具使用之價值，滿

足消費者日常生活的需要，以及具有公益價值，讓消費者有著做公益的心理滿足

感，如此才能增加永續經營的機會（呂朝賢，2013）。因此，就國內外學者所提

出之產品屬性來看，產品是由許多種有形和無形之屬性組成，而社會企業商品與

一般企業商品無差異，即使是社會企業產品，消費者亦會受一般產品之屬性所吸

引與影響；然而，其附加價值亦多了一份社會友善、環境保護之意義。 

綜合上述研究討論，我們可以了解到，產品屬性是消費者自覺購買某個產品，

對其購買有影響者皆可為屬性，包含價格、包裝皆是產品屬性；而社會企業產品，

不僅附有一般產品之基本屬性，亦包含了社會公益性質之屬性，消費者是為了該

項產品能夠解決其特定之問題或得到利益而消費。產品屬性在消費者評估產品之

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而產品屬性不僅會影響消費者的認知，亦會影響了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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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產品的評估。因此，顧客價值的產生來自於產品的屬性，產品屬性亦決定了

消費者是否願意購買該項產品，而產品屬性對於社會企業消費者而言亦是具有相

當重要的影響。 

整理國內外相關文獻，有關社會企業相關產品屬性之分類，以作為本研究中

「社會企業產品屬性」之測量變項的參考，彙整如表 2-4。 

表 2-4 社會企業產品屬性相關分類 

構面 次構面 相關文獻研究 

基本屬性 品牌名稱 Zeithaml（1988）；Richardson、Dick 與 Jain

（1994）；Kotler 與 Armstrong（1991）；何

昭賢（2000）；吳培瑜（2016） 

產品價格 Zeithaml（1988）；Richardson、Dick 與 Jain

（1994）；Kotler 與 Armstrong（1991）；羅

文坤（1986）；何昭賢（2000）；吳培瑜（2016） 

品質 Kotler 與 Armstrong（1991）；何昭賢（2000）；

吳培瑜（2016） 

外觀包裝 Richardson、Dick 與 Jain（1994）；Kotler 與

Armstrong（1991）；Swanson 與 Horridge

（2004）；羅文坤（1986）；何昭賢（2000） 

產品獨特性 Kotler 與 Armstrong（1991）；Swanson 與

Horridge（2004）；羅文坤（1986）；林怡君

（2008）；藍文佑（2010）；吳培瑜（2016） 

功能 Swan 與 Combs（1976）；羅文坤（1986）；

何昭賢（2000） 

選擇性 羅文坤（1986）；林建煌（2015） 

名人代言 黃美鑫（2016）；吳培瑜（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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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社會企業產品屬性相關分類(續) 

構面 次構面 相關文獻研究 

公益屬性 環境友善 Balderjahn（1988）；魏文欽、柯玉鳳（2008）；

范懿文、方毓賢、蔡明峰（2012）；呂朝賢

（2013）；楊政學、林靖亞（2013） 

社會友善 王丹云（2007）；呂朝賢（2013） 

社會價值 Swan 與 Combs（1976）；Richardson、Dick 與

Jain（1994）；羅文坤（1986）；何昭賢（2000）；

呂朝賢（201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上述表列所示，在社會企業產品屬性相關研究中，彙整國內外各學者在社

會企業產品屬性之相關文獻，社會企業產品屬性包含品牌名稱、產品價格、品質、

外觀包裝、產品獨特性、功能、選擇性、名人代言、環境友善、社會友善、社會

價值等不同產品屬性之面向。本研究從產品基本功能屬性和附加之屬性分類來說，

在基本功能屬性之類別上，是為核心產品屬性，包含產品的價格、品牌名稱、品

質、外觀包裝、功能、名人代言、產品的選擇性或產品擁有之獨特性，是產品本

身或與產品相關之屬性，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可以明確比較出不同產品間差異，

亦可以用來滿足消費者基本需求層次之屬性，以解決生理需求或問題之功能，形

成感官上的滿足，使消費者擁有使用該產品的基本功能，因此歸類為基本屬性

（Swan and Combs, 1976；Zeithaml, 1988；Richardson , Dick and Jain, 1994；Kotler 

and Armstrong, 1991；Swanson and Horridge, 2004；羅文坤，1986；何昭賢，2000；

林怡君，2008；藍文佑，2010；林建煌，2015；黃美鑫，2016；吳培瑜，2016）。

在社會企業產品附加屬性之類別上，包含環境友善、社會友善、社會價值等公益

之屬性；是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或購買產品後，可得到心理層面的滿足之屬性，

在社會企業產品附有公益屬性之意涵下，消費者基於購買產品有益於幫助社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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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對象，或是促使消費者之環保意識概念達成，實踐其社會價值，以滿足了消費

者心理層次的需求或情緒上的需求，因此歸類為公益屬性（Swan and Combs, 1976；

Balderjahn, 1988；Dick and Jain, 1994；羅文坤，1986；何昭賢，2000；王丹云，

2007；魏文欽、柯玉鳳，2008；范懿文、方毓賢、蔡明峰，2012；呂朝賢，2013；

楊政學、林靖亞，2013）。 

據此，本研究根據以上各學者、研究之觀點彙整，將社會企業產品之屬性以

其功能或心理價值，提出社會企業產品屬性係為「基本屬性」與「公益屬性」，

基本屬性與公益屬性為影響社會企業產品消費者的消費動機之重要因素；並以

「基本屬性」之產品價格、品牌名稱、品質、包裝、功能、選擇性、獨特性、名

人代言屬性，以及「公益屬性」之環境友善、社會友善、社會價值屬性進行研究；

而消費者在購買社會企業產品對於不同屬性的消費動機之影響，本研究亦進行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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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 

在本節中，將針對政策行銷工具之相關概念、理論與研究進行探討。而探討

政策行銷工具前，必須先了解何謂政策行銷；因此，本節將從政策行銷的意涵、

核心概念及政策行銷工具等文獻進行探討。 

一、政策行銷之意涵與核心概念 

在探討政策行銷前，先從行銷概念說起。從行銷的概念來說，行銷（marketing）

一詞原為商業上的名詞，是指認定、預期與滿足顧客利益需要的管理過程

(Sargeant, 1999)，從此定義可知行銷的特點有三：第一、行銷是一種管理過程，

一個管理導向的組織必定會重視行銷管理；第二、行銷是顧客導向，重視「顧客

至上」的觀念，且這種觀念深深影響著行銷管理的發展；第三、行銷是一種認定、

預期與滿足顧客利益的過程。因此，如何認定消費者的需要，並滿足消費者的需

求，乃是行銷管理的關鍵（丘昌泰，2010）。而行銷的主要任務是要發掘顧客的

需要，並且將此需要傳達給生產部門，然後設計產品滿足顧客需要，其與整體組

織的生存發展是具有密切的關係（丘昌泰，2010）。 

學者翁興利（2004）整理了國內外學者對於行銷的定義之後，將行銷定義為

依據環境之變化，調查組織內外部顧客之需求，並採顧客導向方式，滿足顧客需

求的一種長期性、互利的溝通關係與交換活動。依據美國行銷協會 1985 年所定

義「行銷是規劃和執行理念、構想、定價、推廣和分配的過程，用以創造交換，

滿足個人和組織的目標。」其指出行銷涵蓋的範疇包含，產品的包裝、形象塑造、

銷售管道與通路建立、相關訊息的溝通、廣告及公關、發行等活動（翁興利，2004）。 

行銷活動不只是單純的管理過程，還應該包含創造與交換關係的內涵，此種

交換關係並不只著重於有利於顧客交換行為的層面；此外，行銷的對象除了顧客

之外，亦會擴至利害相關的個人與群體，而行銷的內容亦可包含有形的產品和無

形的價值（魯炳炎，2007）。因此，必須了解完整行銷之概念與執行方式，才得

以運用有效的行銷手法幫助產品的推行，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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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今民主政治體制的運作中，每項政策的推行民眾的角色是相當重要，如

何讓社會大眾都能知道政府政策的內容和公共政策方案，乃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因此，在社會企業政策上，將行銷的概念有效運用於公共政策的管理與行銷上亦

是相當的重要。 

早期的行銷概念，僅被運用在由私營企業的經營和發展上，直自 1980 年代 

後，行銷的觀念已不再僅限於此，公共組織亦適用行銷的概念，因此有越來越多

的非營利組織和政府機構開始了解到行銷的重要性（蔡慧君、歐佳齡、童嘉為、

李繼平、黃月女、林弘祥，2013；劉華宗、楊清媚，2015）。公共政策之所以需

要行銷，是因為消費者社會的出現，市民主義的抬頭，使得政府與民眾的關係從

「治者與被治者」的上下關係轉變為「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平等互惠關係，這種

關係的改變促使許多公共制定者開始體認到他們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統治者或父

母官，而是民眾的服務者或良好夥伴，為了因應顧客導向時代的來臨，我們實在

需要向民眾推銷政府的公共政策（丘昌泰，2010），且若將行銷觀念導入公共政

策規劃與執行的過程中，將更有助於政策的執行（劉華宗、楊清媚，2015）。因

此，我們可以知道政府機關訂定、推廣的各項政策，其政策目的與價值觀是需要

讓民眾知悉且能夠普遍地獲得民眾的接納與認同，故以民眾的需求為政策的導向

是相當的重要。 

在政策行銷（policy marketing）的定義上，蘇偉業（2007）認為政策行銷是

以行銷之技巧促進公共政策與社會需求的相互配合；其目的是要辨識、預測及滿

足社會與公共的需求，並以最少的權威手段及最多受民眾所接受的手段來推展及

執行政策。魯炳炎（2007）主張政策行銷是以政府機構為主體、以議題為中心、

以政策為本位的特性；是政府部門機關與人員，透過政策行銷策略工具之組合，

與公民顧客之間完成價值交換關係，以實現政治目標，促成特定社會行為的政策

過程，在過程當中可能涉及不同的政府部門機關，共同達成政策目標與實踐價值。

政策行銷是必須根基於政府與公民消費者之間的交換關係，且此種交換關係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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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以競爭為基礎的市場原則，是必須要可以同時滿足私部門市場交換和公部門

政策治理的特性（魯炳炎，2007）。 

學者翁興利（2004）指出，以顧客導向之公共組織，必須將產出的政策視為

對民眾的服務，而服務的提供則是以公民價值為核心，政策行銷人員一方面扮演

倡導性角色，將政策實質內涵傳達給標的顧客群體，或是政策的利害關係人，另

方面則透過政策行銷的機制與利害關係人進行政策對話，以使雙方皆能理解彼此

的意向與需求。劉華宗、楊清媚（2015）歸納整理出政策行銷的定義為，政府人

員與機關部門為了滿足社會與公共的需求，透過行銷策略及工具，提供得以使民

眾接受與滿足其需求的行政服務，並可達成政府目標的整個規劃及策略的執行過

程，其過程中包含了產品說明、理念溝通與服務延伸。而行銷的對象不僅止於顧

客，還包含利害關係的群體、個人，且政策行銷的內容亦含有形及無形的產品或

服務，也包含政策的規劃、推展與執行，整個決策制定過程的本質是循環持續的

過程。綜整政策行銷的概念，有關學者們的定義與詮釋，如表 2-5。 

表 2-5 學者對政策行銷的定義 

學者 定義 

Buurma（2001） 是政府採取誘發執行者與政府進行規劃與執行的過程。

這些規劃與程序包括發展與提供執行者可接受的政策工

具、要求執行者從事特定的社會行為，以及其他的交互活

動。 

吳定（2001） 是政府機關及人員採取有效的行銷策略與方法，促使執

行人員及服務對象，對於公共政策產生共識的一個動態

性過程；目的是為提升政策執行的成功機率、增加國家競

爭力、以達公眾謀福利的目標。 

張世賢（2002） 是公部門運用行銷觀念與活動，促使公共政策獲得公眾

的接受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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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學者對政策行銷的定義(續) 

學者 定義 

翁興利（2004） 政策行銷人員扮演的是倡導性角色，將政策內涵傳達給

目標顧客群體，或是政策的利害關係人；同時，也透過政

策行銷的機制和政策利害關係人進行溝通，以使能理解

彼此的需求。 

蘇偉業（2007） 政策行銷是以行銷之技巧促進公共政策與社會需求的相

互配合；其目的是要辨識、預測及滿足社會與公共的需

求，並以最少的權威手段及最多受民眾接受的手段來推

展及執行政策。 

魯炳炎（2007） 政策行銷是以政府機構為主體、以議題為中心、以政策為

本位的特性；是政府部門機關與人員，透過政策行銷策略

工具之組合，與公民顧客之間完成價值交換關係，以實現

政治目標，促成特定社會行為的政策過程。 

丘昌泰（2010） 藉由將政策具體內涵的設計與包裝，宣傳、散播於民意市

場之行銷方式，以認定與滿足民眾需求，強化人民對於公

共政策的接受度。 

劉華宗、楊清媚

（2015） 

歸納文獻後，認為政策行銷的定義為，政府人員與機關部

門為了滿足社會與公共的需求，透過行銷策略及工具，提

供得以使民眾接受與滿足其需求的行政服務，並可達成

政府目標的整個規劃及策略的執行過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政策行銷模式，是致力於提升政策的執行力與順服力，在服務方面，政策行

銷認知到公共組織的擁有者是人民，強調必須以「服務的理念」來代替單純的執

行；因此，政策行銷的目的即是為民服務，民眾則可視為政策行銷中的顧客（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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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利，2004）。而在政策行銷的功能上，政策行銷係具有加強公共政策的競爭力、

建立良好的公共形象、促使公共服務商品化、創造民眾的需求等四大功能，透過

政策行銷的運作，刺激消費者的需求，吸引民眾的順從與購買公共服務，更可以

進而推展公共相關政策，爭取民眾的支持，使民眾得到較佳的服務（翁興利 2004；

丘昌泰，2010）。 

在原本行銷概念所提之行銷組合 4P 包括產品、定價、通路、促銷，而在政

策行銷組合中再加上夥伴與政策，形成 6P 組合（翁興利，2004）。丘昌泰（2010）

亦指出，政策行銷組合 6P 分別是產品（product）、定價（price）、通路（place）、

促銷（promotion）、夥伴（partnership）、政策（policy），其表示在政策行銷理

論中，6P 是核心的觀念，必須加以了解與重視。而政策行銷的核心概念 6P，說

明如下（翁興利，2004；丘昌泰，2010；林建煌，2015；魏淑惠，2016）： 

（一）產品 

產品泛指提供給顧客的產品或服務，包含無形的社會觀念或公共政策，

這些觀念或政策的說服性或合理性十分重要，因為只有足以說服他人的觀念

與政策，才能確實的達到宣傳的效果。政策行銷的產品是指「政策」本身，

除了要達到政策的目標外，亦必需確認目標顧客的不同需求，並獲得相關人

員的支持，才能以利政策推行。 

政府部門在規劃及設計產品時，必須考量民眾的需要，民眾之所以會接

受或購買某項產品，就是該產品能滿足民眾某些需要。為爭取服務對象的認

同及支持，就內部行銷而言，機關首長應採取各種方式，讓內部執行人員建

立共同目標，相信這是值得做、必須做的政策；就外部行銷而言，機關行銷

團隊或人員應採適當行銷工具，透過完善的溝通對話、多元的參與、以及宣

導說服等方式，爭取民眾的支持，更能夠配合政策的推動。 

（二）定價 

一般而言，定價是指產品或服務的交換價值，是顧客獲得或擁有某種產

品所必須相對付出的代價。政策行銷的對象是公共財，雖多半採取免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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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考量價格問題，且通常政策行銷的價格設定僅為成本，不以營利為導

向。然而，政府的預算、人力、設備器材等，皆係需考量的成本問題，因此，

政府部門在行銷上，成本考量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需要以有限的資源創造

最大的效益。 

（三）通路 

是一項產品的流通過程，通路是組織為使產品運送至目標顧客的各種管

道，行銷通路的擁有是產品流通的重要關鍵。通路與行銷的地點對於政策行

銷亦相當重要。通路是指用來傳遞服務給民眾的方式，包括民眾從何處、在

何時，以及如何取得服務，傳遞服務的作法包含網路、電子化政府、民眾經

常出入的地點等，以提升民眾參與、購買的同時，達到政府的政策目標。 

（四）促銷 

是指刺激顧客對產品或服務產生反應的活動，促銷是將產品銷售到市場

的重要策略之一。政府為促進政策的推廣，可使用適當的策略，向政策利害

關係人及民眾傳遞政策的訊息與內容。 

倡導與告知，可稱為公共宣導，亦可視為促銷的一種方式，透過政府主

動的特性，與標的顧客多元溝通、教育民眾，除一方面可獲得回饋，使標的

顧客能獲得相關決策知識與充足的資訊外，並可進一步滿足標的團體的需求。

因此，政府需思考透過何種促銷方式和手段讓消費者接受其政治意涵。 

（五）夥伴 

政策行銷不能只靠政府的力量，在政府部門人員不足的情形下，必須借

用其他部門單位、民間團體等共同合作推動政策行銷。這樣的夥伴關係對於

政策行銷是相當重要的。 

（六）政策 

政策行銷所涉及的公共政策往往不是一個機關所能決定，因此，政策的

內涵與主管機關都是政策行銷必須注意的對象。各部門在行銷政策之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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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分工與各自職掌皆必須了解，以免發生職掌衝突與重複的現象，降低了行

銷的效果。 

在進行政策行銷上，丘昌泰（2010）認為必須注意幾項原則，包含政府機關

必須明瞭政策行銷的價值基礎，決定願意投入政策行銷的資源，亦必須思考有無

區隔市場的可能性，以及決定在政府市場是扮演買方還是賣方的角色，更不能害

怕去創造新的產品或新的公共服務，如此才能創造市場的誘因，讓民眾得以支持

政策的執行。而為使政策得以順利推廣，在政策行銷程序中可以分為五項，其分

別為（一）公共市場定位：政府部門所提供的財貨或勞務在市場中的定位如何，

是以營利增加稅收，或是以公益服務民眾為目的必須先給予定位，基此才可以再

定出適當的價格；（二）認定行銷目標：必須了解政策行銷之顧客群體對象、特

性，以及其政治與社經結構的特徵為何；（三）進行市場區隔化：市場區隔化是

指政府可以依據標的團體之特性劃分市場，並分別採取不同的行銷策略，以此產

生出較佳的行銷效果。其目的是為了保障消費者，避免落入生產者的惡性競爭，

達到最有效的服務與行銷目標。從政策行銷來看，市場區隔化可使行銷效果更佳；

（四）規劃及選擇適當的行銷方案：市場與標的團體確認之後，政府接著需思考

應採取何種促銷手段，選擇適當的溝通或促銷方案。政府部門可以利用其既有優

勢，運用各種促銷手段以創造吸引民眾的客觀條件，讓標的團體進入政府部門的

市場；（五）必須注意公共市場的政治限制：公共市場經常受到法律限制、政治

限制及資源限制。在法律限制上，公共政策的行銷必須依法行政，遵守法律的規

定；在政治限制上，執政黨的行銷策略時常被在野黨挑剔，或在預算審議中受到

刁難；而在資源限制上，政府的預算、人力與器材會受到限制，因此要能充分運

用民間資源來行銷公共政策（丘昌泰，2010；翁興利，2004）。 

然而，為達到政策行銷的目的，好的政策行銷策略是重要的。政府必須運用

有效的行銷活動，才能藉以影響或改變社會大眾的認知、態度、價值或行為，像

是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傳遞某些特定的政策訴求或觀念，亦是一種行銷策略（翁

興利，2004）。政策行銷策略有五種，分別為（一）定位政策行銷的標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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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實施對象為全民，為了確定行銷策略，可以將標的團體中的高度使用者

定位出來，從企業界經驗來說，百分之二十的啤酒嗜飲者消費了百分之八十的啤

酒銷售量，這百分之二十的啤酒嗜飲者就是高度使用者，只要將高度使用者定位

出來，就能發揮事半功倍的行銷效果，這即是著名的 8020 法則；（二）加強民

眾需求學的研究，以掌握民眾心理：要進行政策行銷，就必須確認民眾為公共政

策的重要資產，必須充分了解民眾的需求。就公共政策而言，不論政府所認為其

制定之公共政策多麼的以主權在民為考量、以民眾利益為主，政策的評價無論好

壞都由民眾決定。因此，政府必須從民眾的認知心理來促銷公共政策；（三）推

動合作行銷：合作行銷是指民眾與政府機關一起進行公共政策的行銷工作。民眾

的口碑就是政策行銷最佳的宣傳，因此，充分運用民間力量與社會資源，讓民眾

可以直接涉入公共政策，以增強民眾的參與，使他們成為政策行銷的人員，是政

府重要的行銷夥伴；（四）以事件或運動行銷取代平面或電子行銷；（五）重視

媒體公關、學術公關及民代公關的角色：在現今民主社會中，新聞媒體、學術界

及民意代表這三種代表了言論自由的關鍵力量，如能掌握到這三者，即是做了成

功的政策行銷（丘昌泰，2010）。 

綜合以上學者觀點，透過政府機關部門及人員運用有效之政策行銷的策略與

方法，把政策的內涵與服務行銷出去，讓民眾能夠接受與支持其政策與服務；政

策行銷不僅有助於政策的推展，可以增加政府部門將政策執行成功的機率，以達

到政策的目標，亦可滿足公民顧客的需求，創造社會的福祉與價值，更能夠讓民

眾對於政府的施政感到滿意，亦可藉此提升政府良好的形象。 

實務上，就英國而言，英國政府 2002 年推行社會企業策略(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2002)，即是為了解決社會企業所面對的問題，提高大眾對社

會企業的認識，政府支持成立企業解決方案獎，以提升成功社會企業的地位（李

衍儒，2014）。而我國政府於社會企業政策的推行上，行政院於 2014 年核定之

「社會企業行動方案」，訂立調法規、建平臺、籌資金、倡育成等四大策略，亦

是為有效推行社會企業政策；且，在推行社會企業政策時，亦結合了各個社會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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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團體，協助政府推展政策，在達到政策目標同時，並滿足了公民消費者之需求。

因此，許多社會企業皆與政府有著密切的夥伴關係。 

二、政策行銷工具之意涵 

公部門政府於政策的推展須有其方法，而政策行銷的目的即是為了透過政策

行銷工具，以有效推行公共政策，促使公民對於政策的認識與支持，並滿足政府

機關、社會大眾或是服務對象的需求（魯炳炎，2007）。 

政策行銷工具的意涵是指政府運用行銷的觀念與活動，在政策行銷團隊或人

員採取適當的行銷工具，透過多元參與、溝通對話、宣導說服等方法，以爭取服

務對象支持並配合政策的推動（吳定，2001）。 

傅岳邦、高文彬（2008）整合了國外學者 Kotler 與 Lee（2007）以及 Snavely

（1991）之觀點，界定出政策行銷工具的內涵係包含於產品、成本、通路、促銷

等方面。在第一項工具「產品」方面，包括了 Kotler 與 Lee 的產品概念，其所稱

的實體產品、服務、活動、地點、人、組織、資訊與理念，以及 Snavely 的服務

概念所稱的法律、法案、行政、命令、方案與計畫；在第二項工具「成本」方面，

係為金錢成本與非金錢成本，金錢成本包括了 Kotler 與 Lee 的價格概念，其所稱

的費用、貨幣性誘因與懲罰，以及 Snavely 的成本費用的概念，而非金錢成本，

包括了 Kotler 與 Lee 所稱的非貨幣性誘因與懲罰以及 Snavely 所稱的投入時間、

精神、生活型態改變等代價，另外，Snavely所稱讓行銷對象付出金錢（如罰鍰）

與非金錢成本（如參加道安講習），也被包括在成本的範疇內。在第三項工具「通

路」方面，採納 Kotler 與 Lee 的概念，包括實體地點、電話、傳真、郵件、網路、

宅配到府、消費者購物的場合與自動販賣機等。在第四項工具「促銷」方面，整

合 Kotler 與 Lee 的促銷及 Snavely 的告知與教育的概念，包括廣告、公共關係、

特殊場合、直效行銷、印刷物品、特殊促銷品項、招牌、人員溝通管道與大眾媒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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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玟慧（2008）在針對臺灣地區家庭計畫政策之研究中，將政策行銷工具

定義為，在政策行銷的渠道或通路之中，被用以說服標的團體的方法以及物品，

例如報紙、雜誌、教科書、大眾運輸工具廣告、政府出版品小冊子、文宣、教育

及宣導活動，即為該計畫政策所使用之重要的行銷工具。 

因此，在政策行銷的推行上，政府為達有效的政策傳達，滿足民眾的需求，

以及爭取服務對象認同及支持，即是須要運用政策行銷工具將政策內容傳達予社

會大眾。 

三、政策行銷工具的類型 

政策行銷可使用的工具與方法有許多，可以依照行銷的目標、對象、時間、

空間、人力、經費等因素作為綜合的考量，得加以改變與運用。基本上，常見的

政策行銷手段可分成三類，第一類是透過靜態的平面媒體行銷，如報紙、雜誌、

文宣品廣告等；第二類是透過動態的立體媒體行銷，如電視、廣播及電子網路等；

第三類則是配合事件或活動行銷，如利用某事件、某項活動或節慶舉辦各式活動

進行行銷等多元的行銷途徑（丘昌泰，2010）。丘昌泰（2010）亦提出合作行銷

是重要的觀點，其認為民眾的口碑是最好的行銷和宣傳工具，能夠運用民間與社

會的資源與力量，讓社會大眾可直接參與公共政策，使他們成為政府重要的行銷

夥伴；或者，利用某特定事件或運動的方式，舉行公共政策促銷的行動，這種行

銷方式不僅能夠動員媒體的爭相刊載，且行銷的時間也較長。另外，政府亦應該

重視新聞媒體公關、學術公關及民意代表的公關力量，在現今的民主社會裡，需

注重這三者言論自由的關鍵角色，才能擁有成功的政策行銷（丘昌泰，2010）。

而 Kotler 與 Lee（2007）提出政策行銷工具有九項： 

（一）廣告：是來自贊助者的理念、商品或服務的表達與促銷的付費形式。 

（二）公共關係：包括發布新聞稿、媒體公關稿、記者會邀請函，以及告知記

者訪談與拍照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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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殊場合：包括大型公共聚會的場合、活動，與機構自行主辦的活動，

亦包括展覽、社區會議、競賽與活動。 

（四）直效行銷：針對特定個人直接的溝通，引發其回應或對話，主要工具有

直接郵件、電話行銷、目錄、網路行銷。 

（五）印刷物品：此為公共組織最常運用之行銷方式，包括手冊、文宣品、海

報。 

（六）特殊促銷品項：是一個獨特的選項，涵蓋各式各樣功能性的品項。 

（七）招牌：公共組織的招牌擁有許多高能見度的方式與民眾溝通，像是於公

路、機場、學校、圖書館、公園、社區中心的招牌；其成本低，是得以

持續接觸民眾的機會。 

（八）人員溝通管道：是指由兩人以上、直接面對面或與目標對象對話的溝通

方式，可以透過電話或電子郵件進行。 

（九）大眾媒體：是公共組織最少使用但最強而有力的管道。 

至於翁興利（2004）則認為政策行銷使用之工具至少有五項主要工具，分別

為廣告、促銷、公共關係或公共報導、人員推銷、直效行銷等五種。所謂廣告是

藉由付費的溝通方式，將產品、服務或理念的好處與優點，透過廣告傳遞予顧客

或消費者，可運用電視、收音機、報紙、雜誌等媒介進行傳送，而廣告的好處是

能在短時間內，讓大量群眾收到行銷想要傳達的訊息，其缺點則是成本較高。促

銷是透過各種誘因工具，用來刺激消費者需求，使顧客的需求能夠增加的一種工

具，以銷售產品或服務，促使消費族群購買；促銷活動包含免費贈品、競賽、抽

獎、紅利、折價卷等。公共關係或公共報導是指將產品或服務的相關資訊，運用

新聞媒體的形式在大眾媒體上報導，其本身無需付費，是一種非付費的溝通方式，

運用公共關係或報導亦可藉此規劃各種不同方法以改進與維護單位或產品的形

象，透過公共報導可以給人較為客觀公正的感覺，因此更容易取得消費者的信賴，

有更好的效果。人員推銷是一種付費的人員溝通方式，由行銷人員與潛在購買者

互動，目的在於介紹及推薦產品、解答質疑及取得訂單，企圖說服目標顧客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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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已達到銷售的目的。在直效行銷上是使用郵件、電話、傳真、電子郵件及

其他非人身工具，直接與目標顧客或潛在顧客溝通的活動。透過行銷廣告的運作，

可以讓公共部門擁有良好的公共形象，並有助於公共政策的推展，取得民眾的支

持（翁興利，2004）。以下綜整各學者對於政策行銷工具的類型項目，詳如表 2-

6 所示。 

表 2-6 政策行銷工具的類型 

學者 政策行銷工具 

Kotler 與 Lee 

（2007） 

包括廣告、公共關係、特殊場合、直效行銷、印刷物品、

特殊促銷品項、招牌、人員溝通管道與大眾媒體。 

翁興利（2004） 五項主要工具：廣告、促銷、公共關係或公共報導、人員

推銷、直效行銷。 

陳敦源（2004） 1. 平面媒體：報紙、雜誌、DM 等。 

2. 電子媒體：電視、廣播、網路等。 

3. 戶外廣告：建築物、運輸工具、衣服等。 

4. 公關活動：造勢、記者會等。 

5. 組織宣導：區里幹事、衛生所等。 

丘昌泰（2010） 1. 靜態的平面媒體（報紙、文宣品）。 

2. 動態的電視或廣播。 

3. 利用舉辦活動之方式。 

祝鳳岡（2011） 

 

廣告、銷售促進、人員推銷、公共關係、網路廣告與活動、

其他推廣技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述可知，政策行銷的工具有許多，政府可依政策需求加以評估與調整行

銷的方案，找尋最為適切之行銷工具。而在社會企業政策行銷的進行上，政府為

達有效的政策推廣，以及提供民眾的所需，必須運用政策行銷工具以使政策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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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傳達予民眾或公民，以爭取服務對象認同及支持。因此，如何將產品推向顧

客或消費者，在政策行銷工具的評估、設計與執行的過程中，是具有相當重要的

影響。 

四、政策行銷工具之相關研究 

在政策行銷的手段中，其包含行銷的策略與工具，是一個連續循環的動態過

程，其除了一般既定公共政策行銷與公共服務傳送外，亦包含政策的規劃、推介

與執行（魯炳炎，2007）。 

翁興利（2004）認為，為達到政策行銷的目的，好的政策行銷工具與策略是

重要的。政府必須運用有效的行銷活動，才能藉以影響或改變社會大眾的認知、

態度、價值或行為，像是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傳遞某些特定的政策訴求或觀念，

亦是一種行銷策略。 

李玟慧（2008）之研究亦認為，在政府組織的政策行銷過程中，必須妥善利

用政策行銷工具，如果將政策視為一個社會活動，則可以借用有效的行銷管理工

具加以宣傳；且政府需要有力之政策行銷工具，以建立政府自己特定的形象。而

在政策行銷工具上，不僅包含大眾傳媒宣導、宣導短片、特定媒體廣告、文宣等

（李玟慧，2008）。謝耀霆（2010）更指出，媒體就是拿來達成推廣的工具，政

策行銷透過與媒體應用傳遞訊息、教育以及說服目標市場採取期望行為。 

因此，魯炳炎（2007）的研究即指出，成功的政策行銷活動，需要公部門內

部與外部環境的交互整合，在政府內部仍需有機關首長的支持和成員的參與，而

在其外部則要有政治、經濟、社會等環境因素的配合，是有其不可忽視之重要性。 

為了解國內針對政策行銷工具之研究情形，從過往相關文獻來看，所探討之

公共政策行銷議題多元，包含政策推廣、教育推廣、公共管理、節慶活動、地方

觀光、產業推廣、公共安全等公共相關議題之政策行銷論文，由此顯示政策行銷

之理論與行銷工具漸為公務部門所運用。有關國內外政策行銷工具之相關研究如

下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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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有關政策行銷工具之研究 

學者 研究內容 

Snavely（1991） 提出政策行銷工具的理論，政策行銷工具為服務、成本、

告知與教育、人員之概念與內涵。 

Kotler 與 Lee 

（2007） 

將政策行銷工具的內涵界定為產品、價格、通路和促銷之

概念。 

李玟慧（2008） 在政府組織行銷的過程中，必須善用行銷工具，如果將政

策視為一個社會活動，則或許可以借用有效能的行銷管

理工具；且政府需有有力的政策行銷工具，建立政府自己

特定的形象。政策行銷工具包含大眾傳媒宣導、宣導短

片、特定媒體廣告、文宣等。 

呂寶毅（2009） 民營化與員工生涯發展、社會生活適應之研究上，研究結

果顯示，在民營政策，政府對民營化政策之宣導，實有不

足，就是面臨民營化的員工亦是一知半解；故政府應多利

用政策行銷工具，廣為宣導。 

洪綾君、鄭敏惠

（2009） 

探討政策行銷工具使用於災難防救之影響。 

謝耀霆（2010） 以政策行銷角度分析臺北市節能減碳政策，媒體就是拿

來達成推廣的工具，政策行銷透過與媒體應用傳遞訊息、

教育以及說服目標市場採取期望行為。 

林冠雯（2011） 探討政策行銷工具與教師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態度之

相關性。 

王紹旬（2011） 探討公部門推廣觀光相關政策時，運用政策行銷工具與

活動之評估與影響。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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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研究可知，政府於政策推廣上必須善用政策行銷工具，透過政策行

銷工具傳遞訊息予目標民眾。而國內外的研究多探討政府於推廣其他政策時，對

於目標對象之影響，未曾探討政策行銷工具於社會企業產品消費者之消費動機的

影響，是故本研究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 

五、政府推動社會企業產品之政策行銷工具 

政府對於訂定、推廣的各項政策，在執行的過程中，能夠以政策行銷方式運

作，將欲推行之政策針對目標對象或群體進行行銷，來改變及影響其認知和行為，

以有效落實政策的執行，進而達到政策行銷之目標。在社會企業政策發展上，我

國自 2014 年始，政府於社會企業行動方案的訂定後，社會企業在臺灣政府的推

動下，現今已有相關之政策，透過政策的推行，也讓社會大眾逐漸地認識與了解

社會企業。雖然政策行銷對於政府施行政策上的方式已長久，惟對於社會企業政

策來說是新興介入之方式。因此，政府在推行社會企業政策上，為促使消費者增

加購買社會企業產品的機會，是須運用政策行銷工具的方式，以推廣政策的項目

與內容。 

在實務的運作上，為了達到經濟的效益，必須提高社會企業提供之商品與服

務的銷售，才得以有足夠的資源，讓社會使命能達成，以此維持良好的營運。目

前，社會企業所採取之行銷策略與方式，多是運用社會行銷或非營利組織行銷做

出相關的規劃（陳偉良，2015）。對於政府而言，政策行銷的方式，運用有效之

行銷工具宣導社會企業產品，影響消費者消費動機，亦可讓消費者有更多的機會

認識社會企業產品，加以銷售，以促進社會企業產品之消費，政府行銷的推動亦

有其助益。然而，在政府預算編制之下，行銷活動通常經費有限，活動策略必須

具有成本的效益，促進消費群眾的認知與消費行為的改變，以使該政策可實質達

到宣導效果的呈現。 

我國政府為推行社會企業政策，行政院於 2014 年推動之社會企業行動方案

中，勞動部訂立社會企業行銷推廣計畫，其規劃之行銷工具與方式眾多，包含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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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校園系列講座、社區系列講座、大型人民團體（如扶輪社等）系列講座；辦理

社會企業假日市集；編制案例；建置社會企業訊息網站；推動社會企業月活動；

辦理國際分享會、研討會、論壇以及社會企業國際交流活動等多元化項目（經濟

部中小企業處，2016a），顯示政府積極運用政策介入與推廣社會企業。依前揭

各國內外學者提出之政策行銷工具，檢視我國政府施行社會企業行動方案以來，

中央與地方政府在推展社會企業政策上，運用之政策行銷工具彙整如表 2-8。 

表 2-8 我國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 

名稱 辦理單位 政策行銷工具 

青年創業及圓夢網宣傳 行政院（2015a） 電視廣告 

青年創業圓夢-案例篇 行政院（2015b） 廣播 

【多元購好玩】粉絲團《社企知

識擂臺－有獎徵答》 

經濟部中心企業處

（2016b） 

社群廣告 

臺北社企館（臺北市身心障礙者

就業大樓）簡介 

臺北市政府（2015a） 文宣品廣告 

104 年雲嘉南區社會企業創新創

業提案競賽說明會 X 社企經歷分

享 

盧泓（2015） 部落客 

多元社企 夢想未來 好物市集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

基宜花金馬分署

（2015a） 

活動、社群廣

告、網站平台 

2015 社企月活動-社企美食大團

圓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

基宜花金馬分署

（2015b） 

活動、網站平台 

「2016 公益 x 良品」好物市集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6a） 

活動、社群廣

告、網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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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我國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續) 

名稱 辦理單位 政策行銷工具 

「愛在多元 幸福綿延」大型聯

合行銷活動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

彰投分署（2016） 

活動、社群廣

告、網站平台 

社會企業市集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

嘉南分署（2016） 

活動、網站平台 

2016 社企嘉年華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

基宜花金馬分署

（2016） 

活動、網站平

台、網路報導 

社會企業產品與服務鑑賞媒合會 經濟部中心企業處

（2016c） 

活動、網站平台 

2016 創新創業˙創造好生活－社

企微市集（伴手禮市集）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

竹苗分署（2016a） 

活動、網站平台 

2016 社企月市集活動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6b） 

活動、網站平台 

社企良品美好生活大晉級全民採

購運動 

經濟部中心企業處

（2017） 

活動、網站平台 

2017 創新創業在地起飛 社會企

業展售市集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7a） 

活動、社群廣

告、網站平台 

2017「築夢踏實 社企心生活」

社企愛市集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

基宜花金馬分署

（2017a） 

活動、網站平

台、網路報導 

107 年度庇護工場及社會企業職

場健康管理活動 

臺北市政府（2018） 活動、網站平台 

2018 社會企業市集 經濟部（2018） 活動、網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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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我國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續) 

名稱 辦理單位 政策行銷工具 

2012 社會企業國際研討會 臺北市政府（2012） 會議、網站平台 

2013 亞洲身心障礙者就業模式 

~ 社會企業實務研討會 

臺北市政府（2013） 會議、網站平台 

2015 社會企業國際研討會 高雄市政府（2015） 會議、網站平台 

2015 社會企業國際論壇-「農 X

設 X 企」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

嘉南分署（2015） 

會議、網站平台 

「農夫市集 X 友善土地」講座 高雄市政府（2016） 會議、網站平台 

2016 社會型企業青年論壇 桃園市政府（2016） 會議、網站平台 

2016 社會企業與科技創新國際研

討會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

竹苗分署（2016b） 

會議、網站平台 

2016 社會企業國際座談會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6c） 

會議、網站平台 

英國社會企業成長經驗分享會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6d） 

會議、網站平台 

2016 社會企業發展國際論壇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6e） 

會議、網站平台 

2017 高齡不老 銀髮樂活 - 社會

企業國際分享會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

竹苗分署（2017） 

會議、網站平台 

2017 社會創業國際論壇暨工作坊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

屏澎東分署（2017） 

會議、網站平

台、網路報導 

2017 社會企業交流會-社企實務

X 專家指路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

基宜花金馬分署

（2017b） 

會議、網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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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我國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續) 

名稱 辦理單位 政策行銷工具 

106 年度社會企業 360°－創見與

實踐國際論壇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

嘉南分署（2017） 

會議、網站平台 

社企資源分享會：認識社企業師

與交流 

臺中市政府（2017a） 會議、社群廣

告、網站平台 

社企學堂講座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2017） 

會議、網站平台 

2018 亞太社會企業高峰會 經濟部（2018） 會議、社群廣

告、網站平台、

網路報導 

104 年社會企業論壇暨觀摩參訪

活動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5a） 

參訪活動、網站

平台、電子報 

社會企業論壇暨觀摩活動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

屏澎東分署（2016） 

參訪活動、網站

平台 

田中好事集 社企小旅行－社企

參訪活動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

彰投分署（2017） 

參訪活動、網站

平台 

台中市社會企業觀摩-好好聚落 

x 樹合苑 x 羅布森 

臺中市政府（2017b） 參訪活動、網站

平台 

臺灣在地就業—社會企業小旅行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8） 

參訪活動、網站

平台 

社會企業線上直播 行政院（2015c） 網路報導 

社會企業案例分享 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

處（2015a） 

出版品 

2015 社會企業產品型錄 經濟部（2015） 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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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我國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續) 

名稱 辦理單位 政策行銷工具 

2016 社會企業產品型錄 經濟部（2016） 出版品 

另一種思考（電子書） 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

處（2015b） 

出版品 

社會企業發展案例影片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4） 

宣導影片 

【行政院開麥啦】用愛創業翻轉

世界 談政府如何推動社會企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5b） 

宣導影片 

2017 社會企業在台灣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7b） 

宣導影片 

行政院電子報即時新聞「持續整

合政府與民間量能 打造友善的

創新創業環境」 

行政院（2016） 電子報 

社會企業登錄平台 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

（2015） 

網站平台 

社企聚落 生態綠（2015） 網站平台 

社會經濟入口網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5c） 

網站平台 

青年創業圓夢網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2015） 

網站平台 

臺北市身障就業社會企業網 臺北市政府（2015b） 網站平台 

台中社企力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

院（2016） 

網站平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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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國推行社會企業政策以來，積極推動相關政策活動與行銷方式，行政院

宣告 2014 年為「社企元年」，更將每年 11 月打造為社會企業月，推動一系列社

會企業相關活動，包括社會企業市集、國際研討會、論壇、經驗分享會、觀摩參

訪活動、資金及產業媒合等等，並撰寫社會企業相關書籍，將成功之實務經驗與

運作模式記載以達傳承；另製作文宣品、宣導影片，以及透過電視廣告、社群廣

告、廣播、網路平台等媒介，增加社會企業推廣、曝光與露出機會，以利推動社

會企業之宗旨與社會目的。 

檢視中央或地方政府辦理之活動中，不乏辦理多場市集活動，邀集許多社會

企業、社會企業育成組織等多元單位擺設攤位，藉由市集活動讓各類型社會企業

產品參與展示與展售，增加商業平台與宣傳媒介，協助社會企業累積銷售經驗與

增進曝光機會，達到推廣單位商品及社會企業精神的目標，透過觀摩相互學習，

以及直接的接觸市場，更能了解市場需求，藉以強化自身商業模式，進而提升產

品之品質與精緻度，以達自給自足與永續發展的目標；更希冀藉此讓消費者可以

接觸、了解國內社會企業發展的現況，更希望能以消費行動來支持社會企業相關

產品或服務，以強化公民對社會企業發展的認同與參與，並創造社會企業間互動

交流平台，建構社企交流合作，達成資源分享與互惠，讓政府與社會企業共同營

造出優質的社會企業發展環境；更藉由消費者購買社會企業產品，以商業的模式

解決在地社會問題，讓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支持社會企業發展的正向新力量，創造

社會影響力。 

各方政府亦透過辦理社會企業國際研討會、座談會、論壇或經驗分享會，邀

請國內外戮力於社會企業發展之政府、企業或組織，及一般關注社會企業發展之

民眾，一起進行實務經驗交流與學習，並實地走訪觀摩我國社會企業單位，提供

經驗交流，汲取各界觀點，增進民眾對社會企業之認識，亦經由交流會議、論壇

就主題式議題進行深入對話，探討邁向及推動發展社會企業之各種可能性，激發

出更多的創新與創造力，將其政策規劃及經驗可為我國未來推動社會企業發展之

借鏡，增加國際合作機會，拓展國際視野與交流網絡，以促進我國社會企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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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更與民間社會企業合作，如辦理之社企聚落、社會企業育成中心、台中社企

力等，藉由民間力量，共同合作執行社會企業政策，以進一步推廣社會企業理念、

匯聚各式社會能量、引介各種資源，讓社會大眾更關注社會企業相關議題。 

綜合以上討論，政府透過各種政策行銷工具及多元聯合活動的帶動下，藉由

辦理課程、工作坊、講座、論壇等，推廣社會企業，讓參與活動的民眾，認識這

些社會企業，給予認同與支持，並透過出版物、電視廣告、報紙、網路新聞，運

用公共關係報導，以增加社會企業產品曝光率，吸引消費者的購買，並藉此機會

向社會大眾宣導社會企業之概念，也讓社會大眾一同參與，得以更加了解社會企

業，創造社會價值、發揮正面影響力，促使社會企業更往前邁進，讓社會企業得

以永續發展，有盈收之餘也達成社會目的與價值。 

整理國內外相關文獻與實務經驗，有關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之分類，以作

為本研究中「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之測量變項的參考，彙整如表 2-9。 

表 2-9 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相關分類 

構面 次構面 相關文獻 

廣告 DM 廣告 Kotler 與 Lee（2007）；陳敦源（2004）；祝

鳳岡（2011） 

電視廣告 翁興利（2004）；陳敦源（2004）；丘昌泰

（2010）；李玟慧（2008）；行政院（2015a） 

廣播 翁興利（2004）；陳敦源（2004）；丘昌泰

（2010）；行政院（2015b） 

雜誌廣告 翁興利（2004）；陳敦源（2004） 

社群廣告 經濟部中心企業處（2016b）；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2015a）；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2016a）；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中彰投分署（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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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相關分類(續) 

構面 次構面 相關文獻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7a）；臺中市政府

（2017a）；經濟部（2018） 

部落客 盧泓（2015） 

活動 活動 Kotler 與 Lee（2007）；翁興利（2004）；陳

敦源（2004）；丘昌泰（2010）；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2015a）；勞動

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2015b）；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6a）；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2016）；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雲嘉南分署（2016）；勞動部勞動力發

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2016）；經濟部中心

企業處（2016c）；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

苗分署（2016a）；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6b）；經濟部中心企業處（2017）；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7a）；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2017a）；臺北市

政府（2018）；經濟部（2018） 

會議 臺北市政府（2012）；臺北市政府（2013）；

高雄市政府（2015）；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

嘉南分署（2015）；高雄市政府（2016）；桃

園市政府（2016）；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

苗分署（2016b）；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6c）；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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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相關分類(續) 

構面 次構面 相關文獻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6e）；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2017）；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2017）；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2017b）；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2017）；臺中市政

府（2017a）；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2017）；

經濟部（2018） 

參訪活動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5a）；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2016）；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2017）；臺中市政府

（2017b）；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8） 

公共關係 公共關係 Kotler and Lee（2007）；翁興利（2004）；陳

敦源（2004）；祝鳳岡（2011） 

網路報導 行政院（2015c）；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

宜花金馬分署（2016）；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2017a）；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2017）；經濟部（2018） 

報紙 翁興利（2004）；陳敦源（2004）；丘昌泰

（2010） 

大眾媒體 Kotler and Lee（2007）；翁興利（2004）；李

玟慧（2008）；謝耀霆（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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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相關分類(續) 

構面 次構面 相關文獻 

出版品 出版品 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2015a）；臺北市

勞動力重建運用處（2015b）；經濟部（2015）；

經濟部（2016） 

文宣品 Kotler 與 Lee（2007）；翁興利（2004）；丘

昌泰（2010）；李玟慧（2008）；臺北市政府

（2015a） 

網站平台 宣導影片 李玟慧（2008）；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4）；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5b）；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2017b） 

電子報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5a）；行政院（2016） 

網站平台 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2015）；生態綠

（2015）；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5c）；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15）；臺北市政府

（2015b）；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201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上述表列所示，在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之相關文獻中，彙整國內外各學

者之研究以及我國實務經驗之文獻，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包含 DM 廣告、電視

廣告、廣播、報紙廣告、雜誌廣告、社群廣告、文宣品、活動、會議、參訪活動、

公共關係、網路報導、大眾媒體、出版品、宣導影片等不同政策行銷工具之面向。

本研究據以將前揭不同面向之政策行銷工具，綜整分類為相關類型之行銷工具，

並分為五大面向，其分別為廣告、活動、公共關係、出版品與網站平台等五種政

策行銷工具類型。在「廣告」上，是以靜態的平面媒體廣告之形式行銷，藉由付

費的方式，將產品或服務理念，可透過不同廣告媒介傳遞予顧客或消費者，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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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DM 廣告、雜誌廣告、電視廣告、社群廣告、廣播、部落客（Kotler and Lee, 

2007；翁興利，2004；陳敦源，2004；丘昌泰，2010；李玟慧，2008；祝鳳岡，

2011；行政院，2015a；盧泓，2015；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2015a；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16b；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6a；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中彰投分署，2016；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7a；臺中市政府，2017a；

經濟部，2018）。在「活動」上，是包含大型公共聚會的場合、活動、會議，亦

是我國社會企業政策較常使用之政策行銷工具，其包含展售活動、會議、參訪活

動（Kotler and Lee, 2007；翁興利，2004；陳敦源，2004；丘昌泰，2010；臺北

市政府，2012；臺北市政府，2013；高雄市政府，2015；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5a；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2015a；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

基宜花金馬分署，2015b；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2015；高雄市政府，

2016；桃園市政府，2016；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6a；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6b；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6c；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6d；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2016e；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2016；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2016；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2016；勞動部勞

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2016a；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2016b；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2016；經濟部中心企業處，2016c；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中彰投分署，2017；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2017；經濟部中心

企業處，2017；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7a；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

馬分署，2017a；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2017b；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桃竹苗分署，2017；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2017；勞動部勞

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2017；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2017；臺中市政府，2017a；

臺中市政府，2017b；臺北市政府，2018；經濟部，2018；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2018）。從「公共關係」來看，是指政府將產品或服務的相關資訊，以發布新聞

稿、媒體公關稿，運用新聞媒體的形式在大眾媒體上報導，讓大眾得以在電視、

網路新聞或報紙上得知社會企業訊息，其包含電視新聞、報紙報導、網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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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tler and Lee, 2007；翁興利，2004；陳敦源，2004；李玟慧，2008；丘昌泰，

2010；謝耀霆，2010；祝鳳岡，2011；行政院，2015c；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

宜花金馬分署，2016；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2017a；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2017；經濟部，2018）。在「出版品」上，是政府

以印製相關書籍、手冊、文宣品等行銷方式宣傳社會企業，其包含書籍、電子書、

產品型錄（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2015a；勞動力重建運用處，2015b；臺北

市政府，2015a；經濟部，2015；經濟部，2016）。而「網站平台」，是運用政府

相關網站，將社會企業相關訊息放置於網站平台，其包含宣導影片、網站平台、

電子報（李玟慧，2008；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5a；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5b；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5c；台灣公益團體自律

聯盟，2015；生態綠，2015；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15；臺北市政府，2015b；行

政院，2016；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2016；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7b）。 

綜合上揭所述，本研究依據各學者之研究與實務經驗，可以知道政府藉由政

策行銷工具之方式，致力於社會企業政策之推廣，讓社會企業的理念更為大眾與

消費者知悉，並透過各式活動的舉辦使社會企業能量凝聚、讓各個社會企業的願

景與努力被更多人看見；由此可知，政策行銷工具亦是得以影響消費者購買社會

企業產品消費動機之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提出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係為「廣

告」、「活動」、「公共關係」、「出版品」與「網站平台」；並以「廣告」之

DM 廣告、雜誌廣告、電視廣告、社群廣告、廣播、部落客；「活動」之展售活

動、會議、參訪活動；「公共關係」之電視新聞、報紙報導、網路新聞；「出版

品」之書籍、電子書、產品型錄；以及「網站平台」之宣導影片、網站平台、電

子報等五種政策行銷工具進行研究；對於消費者在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時是否受不

同之政策行銷工具有所影響，本研究亦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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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產品屬性、政策行銷工具與消費動機之關係 

依據前述各節之理論與研究，本節乃針對產品屬性、政策行銷工具與消費動

機之影響與關聯性的文獻，進行重點式的摘要與探討，並在第三章中以之作為發

展研究架構的基礎。 

一、產品屬性與消費動機之關係 

產品是由多種有形或無形的屬性所組成，產品屬性即是描述了有關產品的相

關特性、特徵與基本的功能，亦顯示出該產品之附加價值或心理的價值（方文熙、

賴玟敏，2012）。對於社會企業產品屬性而言，其不僅包含了一般基本功能之屬

性，亦含括了附加之公益屬性。 

消費者之消費動機的產生可能會源自於產品的屬性。產品屬性是消費者自覺

購買某個產品，對於產品可以感受的任何特質，為消費者對於產品本質所具有明

確的主觀評斷，亦是消費者選擇產品的依據，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或服務時，即會

以產品屬性來作為選擇該項產品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亦即，消費者在購買某項

產品或服務時，會重視該產品之外貌、價值、功能與品質等屬性。而產品的內部

屬性、外部屬性皆會影響了消費者對於產品或服務的判斷，並形成一種消費動機，

進而影響顧客的購買決策；因此，消費者會以產品的內在與外在的屬性來發展一

套對產品信念，且這個產品的信念會影響消費者對於產品的品質與整體之評價與

最終購買的選擇（陳品如，2014）。 

就消費者之消費動機而言，由於消費者間之特質均為相異者，故不同的消費

者對產品屬性看重的程度以及喜好也會有所不同，換言之，因為消費者具有不同

的偏好，對於不同屬性會有不同的重視程度。而每項產品的屬性眾多，消費者可

能不完全的了解產品所有之屬性，但只要該產品其中的某些產品屬性能吸引消費

者的欣賞或喜歡，就能夠影響其購買慾望和消費動機，進而影響消費者之消費行

為（周文賢、張欽富，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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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產品屬性來說，就算為相同類型之產品，然而在對於不同的消費者來說，

其所認為之產品屬性包含有哪些屬性之種類，皆有可能不盡相同；產品屬性是決

定於消費者對於該項產品的評價，隨著不同的產品屬性，消費者對於購買產品之

動機亦會不同。 

根據學者之研究指出，產品有了名人的代言會改變或影響了消費者原先的購

買習慣（黃美鑫，2016）。而對於環境保護具有正面態度與價值觀之消費者，會

選擇購買綠色之產品；換言之，有環保意識或動機之消費者會有綠色的消費行為 

(Balderjahn, 1988；魏文欽、柯玉鳳，2008)。消費者對於購買產品的需求，除了

該項產品能夠提供與滿足其基本需求之功能外，亦期望對於社會公益之性質和環

境的附加價值能有所獲，產生藉以解決消費者之問題或需求，亦可以得到心理層

面的滿足感之動機。 

在消費市場，產品屬性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社會企業可根據不同的產品屬

性來吸引消費者購買。而消費者則藉由產品屬性來選購符合自己需要之產品，以

滿足消費者需求。產品屬性不僅會影響消費者的認知，亦會影響了消費者對於產

品的評估。換言之，產品屬性決定了消費者是否願意購買該項產品，其與消費者

消費動機之間具有關聯性。 

由此可知，消費者在購買產品前，會評估與了解產品的屬性，以確認產品符

合自己的需求，當產品所能提供的屬性與自身需求符合時，消費者就容易產生購

買的想法（黃美鑫，2016）。因此，產品屬性能幫助消費者有效的找到適合其之

產品，以滿足消費者需求；產品屬性這項因素對於消費者購買產品是有重要之影

響。 

因此，在消費者評估某項產品的過程中，產品屬性是一項重要的部分，因為

產品屬性會影響消費者對於產品的評估與購買的決定(Tran and Fabrize, 2013)。產

品屬性的組合是影響消費者心中、主觀判斷進而影響消費動機及購買決策中不可

缺少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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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文獻所示，產品屬性是影響消費者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消費動機的重要

因素之ㄧ，因此，本研究認為有進一步釐清此兩者之影響，將進行產品屬性與消

費動機兩者間關係之探討。故，本研究根據過去學者研究產品屬性及消費動機之

影響關係為主軸發展，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一：社會企業產品屬性對消費動機有顯著影響。 

 

二、產品屬性與政策行銷工具之關係 

Hanson（2000）認為生產產品的企業會根據組成產品的屬性和性能改變行銷

的方法；具有少數簡單屬性的產品，主要在價格方面競爭。由於產品和服務的品

質通常決定於少數關鍵性的幾個構面，行銷人員必須確認而且監控這些決定因素，

唯有確切掌握產品的特性，才能採取適當的行銷策略，誘使顧客消費該項產品（蔡

玉萍，2002）。 

產品會因屬性的不同而採取不同的行銷方式，在過往之相關研究當中即有發

現，產品屬性對於網路行銷、銷售等交易行為，以及消費者的接受度層面上，具

有相當程度的影響(Peterson, Balasubramanian and Bronnenberg, 1997; Liang and 

Huang , 1998; Phau and Poon, 2000)，因此，企業必須要正確的了解產品屬性，才

能擬定良好的行銷策略。蔡玉萍（2002）在產品屬性與行銷策略之研究中亦提出，

行銷策略會受到企業產品屬性的不同造成影響，所以企業在制定行銷策略時，必

須要正確的掌握產品的特性，選擇配合產品屬性合適之工具與策略，才能奠定行

銷策略的基石，以達到銷售的目標。 

在何昭賢（2000）的研究中表示，廣告是現今廠商用來傳達產品訊息的一種

方式，但在消費者頻繁的接收到廣告的訊息的同時，廠商於運用廣告行銷時，即

必須在廣告中建立出每個產品的差異性，將消費者希冀從產品中獲得之功能、便

利、服務、滿足等心理上的需求和期待，形成一個個或一連串之廣告訴求，對於

消費者來說，他們購買的並非是產品本身，而是產品所能提供之利益或某種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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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方法，而產品的廠商透過廣告行銷的方式告知消費者產品訊息，須明確的

表達出產品顯示出的利益、激勵、認同和理由，說明消費者為何要關注或購買該

產品。Kotler（1996）亦指出行銷人員對於多樣的產品屬性有相當傳統的分類方

式，包括依據耐久性、服務和使用目的，每一項產品屬性都有其適當的行銷組合

策略。因此，在透過行銷方式或工具時，必須將產品的屬性和訊息，明白的和消

費者說明，才能引起消費者的注意。 

政策行銷工具亦然如此，政策行銷即是為將政策的設計、包裝等，於民眾市

場中宣傳的行銷方式，以滿足民眾的需求，提升人民對於公共政策的接受程度（丘

昌泰，2010）；在政策行銷的程序中，政府必須定位出提供的產品、服務、財貨

為何，訂出合適的價格，且政策的產品和服務要能夠創新、有獨特性，不能太過

僵化，缺乏創造力，如此才會有誘因吸引目標市場顧客的購買（丘昌泰，2010），

消費者才會願意買單，而這些有關產品的價格、設計、包裝、獨特性等，皆是產

品屬性中的一環。 

有學者亦指出，當消費者選取某項產品或服務時，其所考慮的因素不單單只

是產品的外在功能，還包括產品的潛在功能與價值，故，當向消費者行銷時，需

將產品或服務的優點與潛在價值展示給消費者，讓消費者知悉產品能為其帶來的

好處（林文祥，2007）。換言之，一項產品除了產品本身外，尚包括其標籤、包

裝、品牌形象以及附加價值等屬性，才是一個完整的產品概念（林佳慧，2015），

政策行銷的推廣即是透過各種的媒體宣傳、促銷活動，將政策或產品的功能與價

值推銷出去，讓社會大眾知悉與了解。 

故，如同學者所述，在政策行銷的概念上，公共政策即是產品，政策行銷需

了解政策產品的內涵、設計和包裝，以民意為導向，重視民眾的需求，才能了解

消費者真正的想法為何，了解產品的內涵和屬性，才能選擇適當的政策行銷手法，

針對標的市場消費者進行行銷。因此，在政策行銷上，面對產品屬性的不同，政

府在制定政策行銷的策略及工具上，必然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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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何將社會企業產品屬性清楚向消費者介紹及推廣，藉由行銷工具彰

顯產品屬性的特質與價值，以影響其對產品的需求，在政策行銷工具的使用上，

是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綜合以上討論，本研究提出以下的研究假設： 

假設二：社會企業產品屬性對政策行銷工具有顯著影響。 

 

三、政策行銷工具與消費動機之關係 

政策行銷的目的是為民服務，社會大眾則為政策行銷中的消費者。而政策行

銷工具的功能即是為了建立政府良好的形象、使政策商品化、滿足民眾的需求，

透過行銷的規劃、構想、執行理念以及推廣的過程中，藉由政策行銷工具的運作，

以創造交換，刺激消費者的需求，爭取消費者的認同及支持，並吸引民眾購買公

共服務或產品，不僅有助於公共政策的推展，亦能滿足個人和政府的目標（翁興

利 2004；丘昌泰，2010）。 

一個成功的政策行銷工具，需要考量到民眾的需求，才能爭取服務對象的支

持，接納政策之價值觀與目的。而民眾之所以會接受或購買產品，即是因為該項

產品能夠滿足其需求，才得以說服消費者的認知和觀念，影響消費者之消費動機，

才能確實的達到宣傳和推廣的效果。 

政策行銷服務的對象是社會大眾，政府透過政策行銷工具傳達政策理念，以

及產品或服務之相關訊息，目的在於介紹及推廣產品，傳遞某些特定的政策訴求

或觀念，以取得消費者的信任，擁有更好的行銷效果。因此，為了達到政策行銷

的目的，有好的政策行銷策略是相當重要的。政府必須運用適當、有效的政策行

銷工具與策略，才能轉變及影響民眾的想法、動機、態度或行為（翁興利，2004），

使政策的利害關係人及民眾關心及注意到政策的方案、計畫內容與訊息，促進政

策之推廣。 

公部門政府於政策的推展的方法，是必須善用政策行銷工具，以有效推行公

共政策，使民眾對於政策的認識與支持，並滿足政府機關、社會大眾或是服務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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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需求（魯炳炎，2007）。藉由各種政策行銷的工具，不管是透過靜態的平面

媒體行銷或是動態的立體媒體行銷，目的皆是為了讓大眾接收政策行銷想要傳達

的訊息，進行說服性的溝通，以說服目標對象採取期望行為（謝耀霆，2010），

達到行銷策略的力量，並刺激消費者需求之消費動機，進一步將產品或服務自行

行銷，符合消費者的需求，促使消費族群接納或購買產品或服務，才是擁有成功

的政策行銷。 

政府在推行社會企業政策上，為使消費者購買社會企業產品，運用不同政策

行銷工具、媒介介入的方式，藉此說明社會企業產品或服務之重點、核心意義與

價值，讓消費者接收到產品或服務理念等完整的資訊，也能藉以推廣產品。對於

政府而言，政策行銷的方式，是要運用有效之行銷工具宣導社會企業產品，影響

消費者消費動機，亦可讓消費者有更多的機會認識社會企業產品，增進產品曝光

機會，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加以銷售產品，以促進社會企業產品之消費，讓政府

行銷的推動有其助益。 

由上述討論得知，在政策行銷的運作上，政策行銷與目標對象需有效溝通，

讓行銷對象掌握有關產品或服務的訊息，以影響其動機與態度；因此，藉由政策

行銷工具的介入，讓政府有效的將政策內容傳達予消費者，使消費者接受行銷之

影響，滿足民眾的需求，以及改變其動機。由此可知，政策行銷工具的介入與消

費者消費動機之間具有關聯性。 

因此，為影響顧客或消費者購買產品之消費動機，對於政策行銷工具的選擇、

設計與執行的過程上，是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政府透過政策行銷工具的運用，

推廣社會企業之政策，讓社會企業產品更廣為使消費者與社會大眾了解，進而影

響其消費動機，促使消費者之消費行為；由此可知，政策行銷工具亦是得以影響

消費者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消費動機之重要因素。綜合以上討論，本研究提出以下

假設： 

假設三：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對消費動機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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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品屬性、政策行銷工具與消費動機之關係 

在政策行銷的概念上，為了要讓民眾接受公共政策，必須將它當作是一種「產

品」加以行銷，才能得到民眾的認同。政府推行政策、產品或服務時，為增加消

費者的接受程度以及其消費動機，運用政策行銷工具的手段是其中一方法。 

行銷的目的即是為了幫助產品的推行，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提升消費者願意

購買該項產品的動機，促使其消費。有學者指出，為達成此行銷目的，應展開幾

項行銷活動，包含規劃行銷執行計畫，針對目標顧客深入探訪及了解其需求，以

及評估、了解產品之價值與定位等（陳素秋，2011），才能提出合適的政策行銷

工具與良好的行銷方式。且在行銷領域中，以產品價值為核心的策略規劃愈來愈

受到重視（陳素秋，2011）。而行銷人員須清楚認知所有的利害關係人，也就是

消費者關心的事以及心理的需求，找到正確的目標對象，得到更多的資訊，才能

針對其需求，制定產品的包裝及行銷之工具與策略，選擇最佳時機及溝通策略，

加以說服那些利害關係人與消費者（高培修，2005）。 

蔡佩玲（2008）的研究指出，行銷傳播是將所有產品與服務有關的訊息來源

加以管理的過程，使消費者接觸及理解統整的資訊後，產生購買行為，並維持消

費者忠誠度。而行銷策略和工具可用來與消費者溝通，進而強化與展露產品的優

勢，使消費者認為較現有產品有更多實質的功能及利益，讓消費者進而接觸、運

用與注意，以使產品來滿足消費者的需要，必能進一步影響消費者的消費行為（蔡

佩玲，2008）。 

有學者認為，行銷的基本目標是藉由促銷，提供能夠滿足消費者需求的產品

以及服務，行銷人員藉由各式各樣的行銷工具和方案來傳遞他們的產品訊息，以

提升消費動機，說服改變消費者的消費行為，包括嘗試使用公司新產品、願意購

買產品、或告知親友他們對於該公司購買的正面經驗等（朱雅群，2005）。而行

銷是一種認定、預期與滿足消費者的過程，因此，了解消費者的需要並加以滿足，

即是行銷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陳春玟，2012）；換言之，行銷觀念是重視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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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需要，以消費者的需求和慾望為導向，再藉由行銷整合工具的方式來達成滿

足顧客、回饋大眾等目標（劉清屏，2015）。 

在政策行銷的定義上即表示，政府機關部門與人員為了滿足社會與公共需求，

透過有效的行銷策略及工具，提供一套讓社會大眾的需求得以滿足的服務或產品，

以達成政府目標的整個規劃及策略的執行過程，在政策行銷產品的過程中即包含

了產品的說明、理念價值及溝通、與服務延伸。而行銷的對象不僅止於消費者，

還擴及利害相關的個人與群體，而且行銷的內容可以包括有形的產品與無形的產

品。且任何行銷活動的成敗，最關鍵的還是產品本身是否良好，而亦須藉由行銷

活動讓消費者了解到產品與眾不同的特色，進一步引起消費者的動機及注意產品

的存在，使民眾接受並達成政府的目標（劉華宗、楊清媚，2015）。 

故，政策行銷即是為了透過政策行銷工具的手段，將產品、服務或理念的優

點，透過行銷方式傳遞予消費者，讓大量群眾收到行銷想要傳達的訊息，藉由各

種行銷誘因工具，來刺激消費者需求。由此可知，透過政策行銷工具，將產品屬

性提供給民眾了解，以獲得消費者的注意，進而提升其消費動機，並促使其購買

產品。 

政策行銷工具及產品屬性藉由學者的理論與研究證實在實務界中確實影響

消費者之消費行為與動機。因此，本研究擬探討消費者針對社會企業產品屬性是

否會因為政策行銷工具的介入，而增加其消費動機。 

因此，在政府實行政策行銷工具的情形下，為探討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的

介入是否會影響產品屬性對於消費動機上有顯著的影響，本研究將進一步的分析

政策行銷工具是否為產品屬性與消費動機的中介變數，藉以全面了解政策行銷工

具、產品屬性與消費動機的影響關係。綜合以上之討論，本研究提出以下的研究

假設： 

假設四：政策行銷工具在社會企業產品屬性對消費動機間具有中介效果。 

 

  

 



 

68 

 

  

 



 

69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分為六節，基於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後進行研究設計，以下針對設計內

容進行說明，第一節說明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第二節說明問卷設計方式，第三

節為專家效度，第四節說明預試結果分析，第五節界定本研究之正式問卷受測對

象，並於第六節介紹資料分析之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一、研究架構 

本節依據第一章研究動機與目的及第二章文獻探討之彙整，提出本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中包含了三個變數，以「產品屬性」為自變項，「政策行銷工具」為

中介變項，「消費動機」為依變項，探討社會企業產品屬性、政策行銷工具與消

費動機之影響。本研究提出之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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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設 

根據研究架構，本研究之研究主題為探討社會企業產品屬性、政策行銷工具

與消費動機之影響，並列有四個研究假設： 

H1：社會企業產品屬性對消費動機有顯著影響。 

H2：社會企業產品屬性對政策行銷工具有顯著影響。 

H3：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對消費動機有顯著影響。 

H4：政策行銷工具在社會企業產品屬性對消費動機間具有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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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卷設計 

本研究採量化研究，以社會企業產品消費者之立場，針對消費者購買社會企

業產品之消費動機作調查，採以問卷調查法之方式，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進行整

理與探討後，依據文獻及理論建立初步專家效度問卷，接著，(1)先進行專家效度

檢定問卷有效性，就問卷題目之涵蓋性、用詞及題意之適當性與清晰性修正問卷。

(2)進行問卷前測，回收後修改不適當之題目、語意。(3)正式發放問卷，待問卷回

收後進行分析與研究；最後，依據分析之結果提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以提供

未來社會企業單位開發產品及服務之作法與政府政策發展作為參考。研究問卷主

要分為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消費動機、產品屬性、政策行銷工具介入等三部分，以

下將針對研究中主要變項包括消費動機、產品屬性與政策行銷工具予以定義，並

將說明使用之衡量工具。 

一、消費動機 

本研究參考 Tauber（1972）、Burstiner（1991）、香港研究協會（2007）、

鍾庭耀（2009）及戴秀嬌（2009）等國內外學者之相關研究，將社會企業消費動

機的操作性定義為「是消費者至社會企業消費之原因，是為透過產品消費與服務

的購買，滿足消費者心理與生理需求的驅動力與影響力因素」，分為好奇與體驗、

實用動機、道德動機、人際互動、成就感與自我實現等五個構面。衡量工具的方

式採用李克特（Likert）五分尺度為衡量，依據題項選擇認同的強度，分別給予 

1、2、3、4、5 分，1 為最弱、5 為最高，分數愈高，代表消費者愈認同該消費

動機。本研究共以 21 個題項來衡量消費者對社會企業產品的消費動機，題項 1

－3 為好奇與體驗構面、題項 4－7 為實用動機構面、題項 8－13 為道德動機構

面、題項 14－16 為人際互動構面、題項 17－21 為成就感與自我實現構面。有關

消費動機各構面以及其操作性概念與題項之問題內容，參見題項對應表（表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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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消費動機題項對應表 

構面 操作性概念 本研究對應之題項 

好奇與

體驗 

好奇心 

 

新鮮感 

 

知名度 

1.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對這家社會企業感到

好奇。 

2.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嘗試不同的事

物。 

3.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這家企業的知名度。 

實用 

動機 

例行性消費 

 

需求性 

 

方便性 

服務態度佳 

4.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平常就有購買這類型

產品的習慣。 

5.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產品符合我的需

要。 

6.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消費很方便。 

7.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服務態度好。 

道德 

動機 

幫助特定對

象 

社會關懷 

表達愛心 

同情心 

道德良知 

 

訴諸行動 

8.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幫助特定對象。 

 

9.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關心特定對象。 

10.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表達愛心。 

11.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同情特定對象。 

12.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這是社會企業開立的

店。 

13.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訴諸行動改變

社會。 

人際 

互動 

親友推薦 

增進人際關

係 

14.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親朋好友們的推薦。 

15.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認識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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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消費動機題項對應表(續) 

構面 操作性概念 本研究對應之題項 

 增加社交經

驗 

16.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跟社會企業的經

營者或員工認識、互動。 

成就感

與自我

實現 

了解服務對

象 

自我表達 

 

自我能力展

現 

認同理念 

 

自我實現 

 

17.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與社會企業的

服務對象有多一些的接觸與了解。 

18.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以消費方式表

達對社會企業的支持。 

19.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表示我有能力幫

助別人。 

20.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認同這家社會企業

的理念。 

21.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可以實現我想

要幫助別人的想法。 

 

二、產品屬性 

本研究參考 Alter（2007）、呂朝賢（2013）等學者之相關研究，將社會企業

產品屬性的操作性定義為「產品屬性是消費者對產品的看法，除了產品之相關特

性、基本功能的特徵外，其他尚有社會公益之價值等，是消費者對社會企業產品

之評價和衡量標準」，分為基本屬性、公益屬性兩個構面。衡量工具的方式採用

李克特（Likert）五分尺度為衡量，依據題項選擇認同的強度，分別給予 1、2、

3、4、5 分，1 為最弱、5 為最高，分數愈高，代表消費者愈認同。本研究共以

11 個題項來衡量消費者對社會企業產品屬性的消費動機，題項 1－8 為基本屬性

構面、題項 9－11 為公益屬性構面。有關產品屬性各構面以及其操作性概念與題

項之問題內容，參見題項對應表（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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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產品屬性題項對應表 

構面 操作性概念 本研究對應之題項 

基本 

屬性 

價格 

品牌名稱 

品質 

包裝 

功能 

選擇性 

獨特性 

名人代言 

1. 我因為產品的價格合理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2. 我因為品牌名稱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3. 我因為產品的品質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4. 我因為產品的包裝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5. 我因為產品的功能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6. 我因為產品的種類多樣化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7. 我因為產品的獨特性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8. 我因為產品是名人代言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公益 

屬性 

環境友善 

 

社會友善 

 

社會價值 

9.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可以落實環境保

護。 

10.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有益於社會特定

對象。 

11.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可以實踐社會價

值。 

 

三、政策行銷工具 

本研究參考 Kotler 與 Lee（2007）、翁興利（2004）、丘昌泰（2010）等學

者之相關文獻，以及依據實務上，政府文本及文獻之相關內容，將政策行銷工具

的操作性定義為「政府為推展社會企業政策、產品或服務，運用行銷的策略與方

法，透過政策行銷團隊或人員採取的適當行銷手段與工具」，分為廣告、活動、

公共關係、出版品、網站平台等五個構面。衡量工具的方式採用李克特（Likert）

五分尺度為衡量，依據題項選擇認同的強度，分別給予 1、2、3、4、5 分，1 為

最弱、5 為最高，分數愈高，代表消費者愈認同。本研究共以 18 個題項來衡量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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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對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的消費動機，題項 1－6 為廣告構面、題項 7－9 為

活動構面、題項 10－12 為公共關係構面、題項 13－15 為出版品構面、題項 16

－18 為網站平台構面。有關政策行銷工具各構面以及其操作性概念與題項之問

題內容，參見題項對應表（表 3-3）。 

表 3-3 政策行銷工具題項對應表 

構面 操化性概念 本研究對應之題項 

廣告 DM 廣告 

雜誌廣告 

電視廣告 

社群廣告 

 

廣播 

部落客 

1. 我因為政府的 DM 廣告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2. 我因為政府的雜誌廣告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3. 我因為政府的電視廣告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4. 我因為政府的社群廣告（如：FaceBook、Line）所

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5. 我因為政府的廣播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6. 我因為政府透過部落客介紹的訊息所以購買社會企

業產品。 

活動 展售活動 

 

會議 

 

參訪活動 

7. 我因為政府舉辦的展售活動（如：市集、嘉年華活

動）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8. 我因為政府舉辦的會議（如：講座、論壇、研討

會、座談會）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9. 我因為政府舉辦的社會企業觀摩參訪活動所以購買

社會企業產品。 

公共 

關係 

電視新聞 

報紙報導 

網路新聞 

10. 我因為電視新聞報導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11. 我因為報紙報導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12. 我因為網路新聞報導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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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政策行銷工具題項對應表(續) 

構面 操化性概念 本研究對應之題項 

出版品 書籍 

 

電子書 

 

產品型錄 

13. 我因為政府出版的社會企業書籍所以購買社會企

業產品。 

14. 我因為政府出版的社會企業電子書所以購買社會

企業產品。 

15. 我因為政府出版的社會企業產品型錄所以購買社

會企業產品。 

網站 

平台 

宣導影片 

網站平台 

電子報 

16. 我因為政府宣導影片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17. 我因為政府網站的訊息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18. 我因為政府電子報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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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專家效度 

專家效度係為評定預試問卷符合適當的範圍與內容，可將問卷提供相關專家

學者或實務工作者，請其評估題目與內容的合適性，評定題目是否為測量該特質

的題目，協助進行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的評估，並可藉由專家的意見，針

對題目是否適合用來測量某一構念，提供構念效度的評估意見，以建構研究問卷

效度（邱皓政，2010）。在計算內容效度上，由聘請之學者專家審查指正，每道

題目均附列三個選項，為保留、刪除、修正，經學者專家判定，然後計算勾選保

留及修正之人數除以專家學者人數，並訂定淘汰的基準，通常數值在 0.8 以下之

題項會被淘汰（謝廣全、謝佳懿，2010）。 

本研究在預試問卷擬定完成後，聘請八位國內於學術界、實務屆、官方屆等

不同領域之專家學者（表 3-4），針對問卷內容進行專家效度之評定，檢定問卷

有效性，針對每一題項之用詞及語意之適切性與清晰性等方面提供建議意見（附

錄二），經檢視及計算專家學者保留或修正題項，所有題項數值皆為 0.8 以上（表

3-5），再與指導教授討論修正後，完成本研究之「預試問卷」（附錄三）。 

表 3-4 專家效度審查學者專家名單 

專家姓名、職稱 單位名稱 

陳定銘教授 法鼓文理學院社會企業與創新碩士學位學程 

胡哲生教授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郭耀昌副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社會企業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謝邦俊董事長 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 

林崇偉執行長 众社會企業 

楊琇雁副執行長 喜憨兒基金會 

吳明珠執行長 臺北市勞動力重建處 

詹佳芬研究員 臺北市政府產發局科技產業服務中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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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專家效度問卷審查表 

題項 
保留 

（修正） 
刪除 

消費動機 

1.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對這家社會企業感到好

奇。 

1.00 0.00 

2.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嘗試不同的事物。 1.00 0.00 

3.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這家企業的知名度。 1.00 0.00 

4.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平常就有購買這類型產

品的習慣。 

1.00 0.00 

5.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產品符合我的需

要。 

1.00 0.00 

6.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消費很方便。 1.00 0.00 

7.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服務態度好。 1.00 0.00 

8.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幫助特定對象。 1.00 0.00 

9.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關心特定對象。 1.00 0.00 

10.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表達愛心。 1.00 0.00 

11.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同情特定對象。 1.00 0.00 

12.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這是社會企業開立的店。 1.00 0.00 

13.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訴諸行動改變社

會。 

1.00 0.00 

14.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親朋好友們的推薦。 1.00 0.00 

15.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認識同好。 1.00 0.00 

16.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跟社會企業的經營者

或員工認識、互動。 

1.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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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專家效度問卷審查表(續) 

題項 
保留 

（修正） 
刪除 

17.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與社會企業的服務

對象有多一些的接觸與了解。 

1.00 0.00 

18.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以消費方式表達對

社會企業的支持。 

1.00 0.00 

19.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表示我有能力幫助別

人。 

1.00 0.00 

20.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認同這家社會企業的理

念。 

1.00 0.00 

21.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可以實現我想要幫

助別人的想法。 

1.00 0.00 

產品屬性 

1. 我因為產品的價格合理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2. 我因為品牌名稱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3. 我因為產品的品質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4. 我因為產品的包裝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5. 我因為產品的功能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6. 我因為產品的種類多樣化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7. 我因為產品的獨特性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8. 我因為產品是名人代言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9.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可以落實環境保

護。 

1.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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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專家效度問卷審查表(續) 

題項 
保留 

（修正） 
刪除 

10.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有益於社會特定

對象。 

1.00 0.00 

11.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可以實踐社會價

值。 

1.00 0.00 

政策行銷工具 

1. 我因為政府的 DM 廣告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2. 我因為政府的雜誌廣告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3. 我因為政府的電視廣告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4. 我因為政府的社群廣告（如：FaceBook、Line）所

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5. 我因為政府的廣播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6. 我因為政府透過部落客介紹的訊息所以購買社會企

業產品。 

1.00 0.00 

7. 我因為政府舉辦的展售活動（如：市集、嘉年華活

動）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8. 我因為政府舉辦的會議（如：講座、論壇、研討

會、座談會）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9. 我因為政府舉辦的社會企業觀摩參訪活動所以購買

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10. 我因為電視新聞報導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11. 我因為報紙報導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12. 我因為網路新聞報導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81 

表 3-5 專家效度問卷審查表(續) 

題項 
保留 

（修正） 
刪除 

13. 我因為政府出版的社會企業書籍所以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 

0.88 0.12 

14. 我因為政府出版的社會企業電子書所以購買社會企

業產品。 

0.88 0.12 

15. 我因為政府出版的社會企業產品型錄所以購買社會

企業產品。 

1.00 0.00 

16. 我因為政府宣導影片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0.88 0.12 

17. 我因為政府網站的訊息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18. 我因為政府電子報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0.88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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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預試結果分析 

本研究之研究樣本係以社會企業產品消費者作為本問卷發放對象，並採用便

利抽樣之方式以獲取本研究所需之問卷資料。為避免問卷題意不夠明確，使受試

者不易明白問卷內容，本研究於正式施測問卷前先進行前測問卷發放，藉由前測

結果來分析問卷題項是否有刪減之必要，並了解問卷設計的可靠性，以提高各變

項及構面之信度，俾利後續之分析；故，本研究問卷於前測上，分別請喜憨兒 Enjoy

餐廳、大誌雜誌、里仁、陽光基金會之不同類型的社會企業產品消費者協助填寫；

前測問卷於 2018 年 1 月 25 日至 1 月 31 日，分別發放喜憨兒 Enjoy 餐廳 36 份、

大誌雜誌 25 份、里仁 18 份、陽光基金會 12 份，共計 91 份問卷，回收 91 份問

卷，有效問卷為 91 份。依前述已完成之前測問卷 91 份，並依消費動機、產品屬

性、政策行銷工具進行信度分析，分析結果如下所述。 

為確定本問卷具有信度與否，對於信度的檢定以 Cronbach’s α值來衡量。

根據 Nunnally（1978）之建議，若 Cronbach’s α值大於 0.7，則表示信度相當

高，若 Cronbach’s α值介於 0.35 與 0.7 則表示信度尚在可接受的範圍之內，若 

Cronbach’s α值低於 0.35，則表示信度偏低較不可信，且 Cronbach’s α值愈高，

表示信度愈佳。 

故，本研究於前測問卷回收後將有效問卷，依研究內容之消費動機、產品屬

性、政策行銷工具分別以統計軟體 SPSS 進行信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以

確立問卷內部之一致性。由表 3-6 所示，「消費動機」總信度α值為 0.921；「產

品屬性」總信度α值為 0.889；「政策行銷工具」總信度α值為 0.974；經分析顯

示內部一致性高，各題項均達顯著標準，故不予以刪除。因此，驗證本研究問卷

具有相當之信度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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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信度分析摘要表 

變項 題數 
Cronbach’s

α係數 
題項 

Cronbach 

的 Alpha

（如果項目

已刪除） 

消費

動機 

21 0.921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對這家

社會企業感到好奇 

0.919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嘗

試不同的事物 

0.920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這家企業

的知名度 

0.917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平常就

有購買這類型產品的習慣 

0.919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產

品符合我的需要 

0.923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消

費很方便 

0.919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服

務態度好 

0.917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幫

助特定對象 

0.918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關心特

定對象 

0.917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表

達愛心 

0.917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同情特

定對象 

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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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信度分析摘要表(續) 

變項 題數 
Cronbach’s

α係數 
題項 

Cronbach 

的 Alpha

（如果項目

已刪除）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這是社會

企業開立的店 

0.916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訴

諸行動改變社會 

0.915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親朋好友

們的推薦 

0.923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認識

同好 

0.917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跟社

會企業的經營者或員工認識、互動 

0.916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與

社會企業的服務對象有多一些的接觸

與了解 

0.915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以

消費方式表達對社會企業的支持 

0.917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表示

我有能力幫助別人 

0.916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認同這

家社會企業的理念 

0.916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可

以實現我想要幫助別人的想法 

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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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信度分析摘要表(續) 

變項 題數 
Cronbach’s

α係數 
題項 

Cronbach 

的 Alpha

（如果項目

已刪除） 

產品

屬性 

11 0.889 我因為產品的價格合理所以購買社會

企業產品 

0.881 

我因為品牌名稱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

品 

0.876 

我因為產品的品質所以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 

0.874 

我因為產品的包裝所以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 

0.878 

我因為產品的功能所以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 

0.877 

我因為產品的種類多樣化所以購買社

會企業產品 

0.871 

我因為產品的獨特性所以購買社會企

業產品 

0.870 

我因為產品是名人代言所以購買社會

企業產品 

0.895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可

以落實環境保護 

0.877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有

益於社會特定對象 

0.888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可

以實踐社會價值 

0.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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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信度分析摘要表(續) 

變項 題數 
Cronbach’s

α係數 
題項 

Cronbach 

的 Alpha

（如果項目

已刪除） 

政策

行銷

工具 

18 0.974 我因為政府的 DM 廣告所以購買社會

企業產品 

0.972 

我因為政府的雜誌廣告所以購買社會

企業產品 

0.973 

我因為政府的電視廣告所以購買社會

企業產品 

0.973 

我因為政府的社群廣告（如：

FaceBook、Line）所以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 

0.973 

我因為政府的廣播所以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 

0.973 

我因為政府透過部落客介紹的訊息所

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0.973 

   我因為政府舉辦的展售活動（如：市

集、嘉年華活動）所以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 

0.973 

我因為政府舉辦的會議（如：講座、

論壇、研討會、座談會）所以購買社

會企業產品 

0.972 

我因為政府舉辦的社會企業觀摩參訪

活動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0.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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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信度分析摘要表(續) 

變項 題數 
Cronbach’s

α係數 
題項 

Cronbach 

的 Alpha

（如果項目

已刪除） 

   我因為電視新聞報導所以購買社會企

業產品 

0.975 

我因為報紙報導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

品 

0.973 

我因為網路新聞報導所以購買社會企

業產品 

0.975 

我因為政府出版的社會企業書籍所以

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0.973 

我因為政府出版的社會企業電子書所

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0.973 

我因為政府出版的社會企業產品型錄

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0.972 

我因為政府宣導影片所以購買社會企

業產品 

0.973 

我因為政府網站的訊息所以購買社會

企業產品 

0.972 

我因為政府電子報所以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 

0.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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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正式問卷受測對象 

本研究以經濟部 2016 年發行社會企業產品型錄中 34 家社會企業之消費者

為調查對象（如下表 3-7），進行正式問卷發放，以探討消費者購買社會企業產

品之消費動機。 

表 3-7 社會企業產品型錄之 34 家社會企業 

類別 社會企業 

食農創新 友聚生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文湯股份有限公司 

好食機農食整合有限公司 

里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呷米友善環境有限公司 

幸福良食有限公司 

幸福果食股份有限公司 

社企一起幫股份有限公司 

喜願行 

雅域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福山農莊有限公司 

慕渴股份有限公司 

鄰鄉良食股份有限公司 

木人艸有限公司 

喜歡多元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社區發展／文化保存 到陣來喲有限公司 

耕山農創股份有限公司 

教育學習 愛一家親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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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社會企業產品型錄之 34 家社會企業(續) 

類別 社會企業 

就業促進 大智文創志業有限公司 

众社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慢飛兒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公平貿易 生態綠股份有限公司 

環境保護 八百金股份有限公司 

大愛感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吉名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醫療照護 台灣健康宅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瑪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其它 本立自然良品有限公司 

以立股份有限公司 

究心公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社企流股份有限公司 

社會網絡股份有限公司 

愛樂活股份有限公司 

資料來源：經濟部（2016）；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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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探討社會企業產品屬性、政策行銷工具與消費動機之影響，根據研究

目的與問題，以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問卷回收後所蒐集之資料，以統計套裝軟

體程式 SPSS 22.0 統計軟體作為分析工具，並採用以下幾項統計方法進行資料分

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Descriptine statistic analysis） 

將資料透過描述性統計方法來敘述樣本的基本特性，如平均數、百分比、標

準差，以了解問卷構面之基本特性與分布情形。 

二、皮爾森積差相關（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本研究以Pearson's r來檢定產品屬性與消費動機、產品屬性與政策行銷工具、

以及政策行銷工具與消費動機間之相關是否達到顯著水準，以了解各變項間的相

關情形。 

三、多元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以多元迴歸分析來檢定產品屬性對消費動機的影響，以及政策行銷工具對消

費動機的影響；並以迴歸分析檢定產品屬性對政策行銷工具之影響，以及政策行

銷工具在產品屬性對消費動機之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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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分為五節，第一節為樣本資料結構分析，第二節進行信效度分析，確認

各構面之信度與效度，並於第三節對各變數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第四節以相關

分析探討各變項間之相關情形，第五節為迴歸分析，以多元迴歸進行假設驗證分

析。 

 

第一節 樣本結構分析 

本研究正式問卷發放以社會企業產品型錄 34 家社會企業之社會企業產品消

費者作為樣本發放對象，透過社會企業實體店面、市集、網站與社群網路方式進

行問卷發放與蒐集，發放期限於 2018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15 日止，計為一個半

月，此次調查共計回收網路問卷 323 份及實體問卷 37 份，共計回收 360 份，經

檢視均無需刪除之無效問卷，故計有效問卷為 360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100%。

另，有關各家社會企業產品之受試消費者問卷回收數詳如表 4-1。 

本研究問卷皆清楚於問卷中註明受試者需為社會企業產品之消費者，意為須

購買過社會企業產品型錄中 34 家社會企業產品之一者使得填寫問卷。經統計回

收之問卷，其中，受試者所填寫之問卷，以里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大智文創志

業有限公司、慕渴股份有限公司之社會企業為樣本數量最多，亦即本研究受試者

多是購買此三家之社會企業產品；另，部分社會企業表示為避免發放問卷造成消

費者困擾，故無法配合問卷發放或協助請其消費者填寫問卷，又於社群網路上無

消費者有購買之經驗，故無受試消費者填寫。 

依據學者表示，為了考量統計分析的穩定性，樣本人數不宜過少，建議 300

人為需達到的數量（邱皓政，2010）。本研究有效問卷數符合研究分析時之樣本

數基本要求，因此，本研究以 360 份問卷進行資料之實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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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各家社會企業產品問卷樣本數 

社會企業 問卷樣本數  樣本百分比 

友聚生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4 3.9% 

文湯股份有限公司 3 0.8% 

好食機農食整合有限公司 3 0.9% 

里仁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89 24.7% 

呷米友善環境有限公司 12 3.3% 

幸福良食有限公司 0 0.0% 

幸福果食股份有限公司 4 1.1% 

社企一起幫股份有限公司 0 0.0% 

喜願行 15 4.2% 

雅域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1 0.3% 

福山農莊有限公司 7 1.9% 

慕渴股份有限公司 39 10.8% 

鄰鄉良食股份有限公司 0 0.0% 

木人艸有限公司 0 0.0% 

喜歡多元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 0.3% 

到陣來喲有限公司 0 0.0% 

耕山農創股份有限公司 11 3.1% 

愛一家親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 0.8% 

大智文創志業有限公司 89 24.7% 

众社企股份有限公司 1 0.3% 

第一社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 0.3% 

慢飛兒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2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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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各家社會企業產品問卷樣本數(續) 

社會企業 問卷樣本數  樣本百分比 

本立自然良品有限公司 0 0.0% 

生態綠股份有限公司 9 2.5% 

八百金股份有限公司 3 0.8% 

大愛感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 1.4% 

吉名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1 0.3% 

台灣健康宅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0.0% 

瑪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0.3% 

以立股份有限公司 1 0.3% 

究心公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0.0% 

社企流股份有限公司 17 4.7% 

社會網絡股份有限公司 19 5.3% 

愛樂活股份有限公司 9 2.5% 

總計 36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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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信效度分析 

一、信度分析 

信度（reliability）即是測量的可靠性，是指衡量結果的一致性或穩定性，而

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值呈現整體問卷信度分析結果，Cronbach’s α值大於 0.7 

則表示具有良好信度。 

本研究結果顯示，消費動機之 Cronbach’s α係數為 0.895、產品屬性之

Cronbach’s α係數為 0.818、政策行銷工具之 Cronbach’s α係數為 0.967，由此

表示，各構面之信度分析 Cronbach’s α值均高於 0.8，亦皆大於 0.7 的衡量指標，

故，表示本研究問卷之信度良好，具有高的內部一致性。此分析結果如表 4-2 所

示。 

表 4-2 信度分析表 

變項 Cronbach’s α係數 

消費動機 0.895 

產品屬性 0.818 

政策行銷工具 0.967 

 

二、效度分析 

本研究以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因素負荷量來進行效度之檢測，將利用「主成份

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進行因素分析，並以最大變異法（varimax）

進行轉軸，選取特徵值大於 1 之共同因子，而因素所含蓋之題項至少為 2 題，轉

軸後之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大於 0.5 之項目，即為各主要因素，因此，將

問卷的「消費動機」、「產品屬性」及「政策行銷工具」等題項縮減成有意義且

可命名的構面，以便進行後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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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消費動機之因素分析 

在消費動機之效度分析上，第一次進行因素分析，結果顯示，KMO=0.884，

p <.05，代表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總變異量的解釋，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及

特徵值大於 1 的原則萃取下，共萃取出六個因素，累積解釋變異量達 69.198%，

惟其中一因素所含蓋之題項僅有 1 題題項為「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同情

特定對象」，故刪除該題項，進行第二次因素分析，其結果顯示，KMO=0.878，

p <.05，代表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總變異量的解釋，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及

特徵值大於 1 的原則萃取下，共萃取出五個因素，累積解釋變異量達 65.129%，

各題項在所屬的因素構面中，其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5，所以此測量結果，在因

素分析方法下，將「消費動機」分成五個構面，是具備建構效度。 

另因素一、因素二、因素四之α係數分別為 0.909、0.838、0.764，皆大於 0.7，

已達高可信度；因素三之α係數值大於 0.6，其信度為尚可接受；因素五之可靠

度稍嫌不足，但亦未達拒絕的程度，故皆予以保留。 

有關第一因素構面命名為「道德與自我實現」因素，共包括九題題項，依據

因素負荷量大小順序排列分別為：「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幫助特定

對象」、「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關心特定對象」、「我購買社會企業產

品是因為我覺得可以實現我想要幫助別人的想法」、「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

為我想要以消費方式表達對社會企業的支持」、「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

想要表達愛心」、「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訴諸行動改變社會」、「我

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表示我有能力幫助別人」、「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是因為我認同這家社會企業的理念」、「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這是社會企

業開立的店」；第二因素構面命名為「人際互動」因素，共包括三題題項，依據

因素負荷量大小順序排列分別為：「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跟社會企業

的經營者或員工認識、互動」、「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認識同好」、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與社會企業的服務對象有多一些的接觸與

了解」；第三因素構面命名為「實用動機」因素，共包括四題題項，依據因素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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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量大小順序排列分別為：「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產品符合我的需

要」、「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消費很方便」、「我購買社會企業產

品是因為我平常就有購買這類型產品的習慣」、「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

覺得服務態度好」；第四因素構面命名為「好奇與體驗」因素，共包括二題題項，

依據因素負荷量大小順序排列分別為：「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嘗試

不同的事物」、「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對這家社會企業感到好奇」；第

五因素構面命名為「品牌形象」因素，共包括二題題項，依據因素負荷量大小順

序排列分別為：「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這家企業的知名度」、「我購買社

會企業產品是因為親朋好友們的推薦」。各因素構面之結果與命名如表 4-3 所示。 

表 4-3 消費動機之因素分析結果與命名 

因

素 

命

名 
題項 

因素負

荷量 

共同

性 

特徵

值 

解釋變

異量％ 

Cronbach’s

α值 

因

素

一 

道

德

與

自

我

實

現 

08 我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是因為我想

要幫助特定對象 

0.819 0.737 6.763 33.814 0.909 

09 我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是因為我關

心特定對象 

0.814 0.745 

21 我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是因為我覺

得可以實現我想

要幫助別人的想

法 

0.803 0.722 

18 我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是因為我想

要以消費方式表

達對社會企業的

支持 

0.792 0.668 

10 我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是因為我想

要表達愛心 

0.748 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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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消費動機之因素分析結果與命名(續) 

因

素 

命

名 
題項 

因素負

荷量 

共同

性 

特徵

值 

解釋變

異量％ 

Cronbach’s

α值 

  13 我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是因為我想

要訴諸行動改變

社會 

0.724 0.587    

19 我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是因為我想

表示我有能力幫

助別人 

0.685 0.591 

20 我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是因為我認

同這家社會企業

的理念 

0.676 0.565 

12 我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是因為這是

社會企業開立的

店 

0.603 0.569 

因

素

二 

人

際

互

動 

16 我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是因為我想

跟社會企業的經

營者或員工認識、

互動 

0.851 0.800 2.642 13.209 0.838 

15 我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是因為我想

認識同好 

0.811 0.781 

17 我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是因為我想

要與社會企業的

服務對象有多一

些的接觸與了解 

0.740 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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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消費動機之因素分析結果與命名(續) 

因

素 

命

名 
題項 

因素負

荷量 

共同

性 

特徵

值 

解釋變

異量％ 

Cronbach’s

α值 

因

素

三 

實

用

動

機 

05 我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是因為我覺

得產品符合我的

需要 

0.770 0.627 1.485 7.424 0.679 

06 我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是因為我覺

得消費很方便 

0.678 0.540 

04 我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是因為我平

常就有購買這類

型產品的習慣 

0.664 0.574 

07 我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是因為我覺

得服務態度好 

0.528 0.438 

因

素

四 

好

奇

與

體

驗 

02 我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是因為我想

要嘗試不同的事

物 

0.827 0.792 1.115 5.573 0.764 

01 我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是因為我對

這家社會企業感

到好奇 

0.823 0.800 

因

素

五 

品

牌

形

象 

03 我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是因為這家

企業的知名度 

0.702 0.581 1.022 5.109 0.489 

14 我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是因為親朋

好友們的推薦 

0.646 0.565 

累積解釋變異量：6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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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品屬性之因素分析 

在產品屬性之效度分析上，結果顯示，KMO=0.781，p <.05，代表資料適合

進行因素分析；總變異量的解釋，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及特徵值大於 1 的原則萃

取下，共萃取出三個因素，累積解釋變異量達 63.151%。各題項在所屬的因素構

面中，其因素負荷量大於 0.5，所以此測量結果，在因素分析方法下，將「產品

屬性」分成三個構面，是具備建構效度。 

另因素一、因素二之α係數分別為 0.820、0.732，皆大於 0.7，已達高可信

度；因素三之α係數值大於 0.6，其信度為尚可接受，故皆予以保留。 

有關第一因素構面命名為「基本屬性」因素，共包括五題題項，依據因素負

荷量大小順序排列分別為：「我因為產品的功能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我

因為產品的品質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我因為產品的獨特性所以購買社會

企業產品」、「我因為產品的價格合理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我因為產品

的種類多樣化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第二因素構面命名為「公益屬性」因素，

共包括三題題項，依據因素負荷量大小順序排列分別為：「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是因為我覺得可以實踐社會價值」、「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有益於

社會特定對象」、「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可以落實環境保護」；第

三因素構面命名為「象徵屬性」因素，共包括三題題項，依據因素負荷量大小順

序排列分別為：「我因為產品是名人代言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我因為產

品的包裝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我因為品牌名稱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各因素構面之結果與命名如表 4-4 所示。 

表 4-4 產品屬性之因素分析結果與命名 

因

素 

命

名 
題項 

因素負

荷量 

共同

性 

特徵

值 

解釋變

異量％ 

Cronbach’s 

α值 

因

素

一 

基

本

屬

性 

05 我因為產品的功能

所以購買社會企

業產品 

0.848 0.728 4.054 36.855 0.820 

 



 

100 

表 4-4 產品屬性之因素分析結果與命名(續) 

因

素 

命

名 
題項 

因素負

荷量 

共同

性 

特徵

值 

解釋變

異量％ 

Cronbach’s 

α值 

  03 我因為產品的品質

所以購買社會企

業產品 

0.780 0.635    

07 我因為產品的獨特

性所以購買社會

企業產品 

0.760 0.647 

01 我因為產品的價格

合理所以購買社

會企業產品 

0.629 0.429 

06 我因為產品的種類

多樣化所以購買

社會企業產品 

0.625 0.548 

因

素

二 

公

益

屬

性 

11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

品是因為我覺得

可以實踐社會價

值 

0.899 0.835 1.554 14.127 0.732 

10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

品是因為我覺得

有益於社會特定

對象 

0.880 0.791 

09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

品是因為我覺得

可以落實環境保

護 

0.566 0.454 

因

素

三 

象

徵

屬

性 

08 我因為產品是名人

代言所以購買社

會企業產品 

0.862 0.743 1.339 12.169 0.685 

04 我因為產品的包裝

所以購買社會企

業產品 

0.702 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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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產品屬性之因素分析結果與命名(續) 

因

素 

命

名 
題項 

因素負

荷量 

共同

性 

特徵

值 

解釋變

異量％ 

Cronbach’s 

α值 

 

 02 我因為品牌名稱所

以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 

0.684 0.528 

 

 

 

累積解釋變異量：63.151％ 

 

（三） 政策行銷工具之因素分析 

在政策行銷工具之效度分析上，KMO=0.959，p <.05，代表資料適合進行因

素分析；總變異量的解釋，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及特徵值大於 1 的原則萃取下，

共萃取出二個因素，累積解釋變異量達 72.206%，各題項在所屬的因素構面中，

其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5，所以此測量結果，在因素分析方法下，將「政策行銷

工具」分成二個構面，是具備建構效度。 

另因素一、因素二之α係數分別為 0.968、0.871，皆大於 0.7，已達高可信

度，故皆予以保留。 

有關第一因素構面命名為「政府平台」因素，共包括十五題題項，依據因素

負荷量大小順序排列分別為：「我因為政府出版的社會企業電子書所以購買社會

企業產品」、「我因為政府網站的訊息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我因為政府

電子報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我因為政府出版的社會企業產品型錄所以購

買社會企業產品」、「我因為政府出版的社會企業書籍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我因為政府的雜誌廣告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我因為政府的廣播所以購

買社會企業產品」、「我因為政府的 DM 廣告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我因

為政府的電視廣告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我因為政府宣導影片所以購買社

會企業產品」、「我因為政府舉辦的社會企業觀摩參訪活動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

品」、「我因為政府舉辦的會議（如：講座、論壇、研討會、座談會）所以購買

社會企業產品」、「我因為政府的社群廣告（如 FaceBook、Line）所以購買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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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產品」、「我因為政府透過部落客介紹的訊息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我

因為政府舉辦的展售活動（如：市集、嘉年華活動）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第二因素構面命名為「公共關係」因素，共包括三題題項，依據因素負荷量大小

順序排列分別為：「我因為網路新聞報導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我因為電

視新聞報導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我因為報紙報導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各因素構面之結果與命名如表 4-5 所示。 

表 4-5 政策行銷工具之因素分析結果與命名 

因

素 

命

名 
題項 

因素負

荷量 

共同

性 

特徵值 解釋變

異量％ 

Cronbach’s 

α值 

因

素

一 

政

府

平

台 

14 我因為政府出版的社

會企業電子書所以

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0.862 0.812 11.724 65.134 0.968 

17 我因為政府網站的訊

息所以購買社會企

業產品 

0.844 0.814 

18 我因為政府電子報所

以購買社會企業產

品 

0.841 0.782 

15 我因為政府出版的社

會企業產品型錄所

以購買社會企業產

品 

0.837 0.788 

13 我因為政府出版的社

會企業書籍所以購

買社會企業產品 

0.834 0.774 

02 我因為政府的雜誌廣

告所以購買社會企

業產品 

0.828 0.768 

05 我因為政府的廣播所

以購買社會企業產

品 

0.821 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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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政策行銷工具之因素分析結果與命名(續) 

因

素 

命

名 
題項 

因素負

荷量 

共同

性 

特徵值 解釋變

異量％ 

Cronbach’s 

α值 

  01 我因為政府的 DM 廣

告所以購買社會企

業產品 

0.817 0.753    

03 我因為政府的電視廣

告所以購買社會企

業產品 

0.797 0.759 

16 我因為政府宣導影片

所以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 

0.784 0.750 

09 我因為政府舉辦的社

會企業觀摩參訪活

動所以購買社會企

業產品 

0.736 0.642 

08 我因為政府舉辦的會

議（如：講座、論壇、

研討會、座談會）所

以購買社會企業產

品 

0.691 0.621 

04 我因為政府的社群廣

告（如 FaceBook、

Line）所以購買社會

企業產品 

0.597 0.577 

06 我因為政府透過部落

客介紹的訊息所以

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0.596 0.572 

07 我因為政府舉辦的展

售活動（如：市

集、嘉年華活動）

所以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 

0.533 0.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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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政策行銷工具之因素分析結果與命名(續) 

因

素 

命

名 
題項 

因素負

荷量 

共同

性 

特徵值 解釋變

異量％ 

Cronbach’s 

α值 

因

素

二 

公

共

關

係 

12 我因為網路新聞報導

所以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 

0.868 0.780 1.273 7.071 0.871 

10 我因為電視新聞報導

所以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 

0.851 0.825 

11 我因為報紙報導所以

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0.747 0.726 

累積解釋變異量：72.206％ 

 

三、校正後之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在經過因素分析後，消費動機變項從原有之 21 題經刪除 1 題後，校

正為 20 題，故重新將消費動機進行信度分析，結果顯示，校正後之消費動機其

Cronbach’s α係數為 0.889，另產品屬性之 Cronbach’s α係數為 0.818、政策行

銷工具之 Cronbach’s α係數為 0.967，由此表示，各構面之信度分析 Cronbach’s 

α值仍均高於 0.8，亦皆大於 0.7 的衡量指標，其代表本研究問卷之信度良好，

具有高的內部一致性。此分析結果如表 4-6 所示。 

表 4-6 校正後之信效度分析表 

變項 信度 效度（KMO） 校正後之信度 

消費動機 0.895 0.878 0.889 

產品屬性 0.818 0.781 0.818 

政策行銷工具 0.967 0.959 0.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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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經因素分析之結果，有關消費動機、產品屬性及政策行銷工具變項之

因素構面皆有所調整，與原建構之構面有所不同，然而，因原建構之構面乃是初

建，雖經過專家效度之協助，惟因欠缺完整問卷測試，故，其研究架構之嚴謹度

仍有調整之空間，因此，本研究採取因素分析之結論，以進行後續分析。 

據此，本研究依據前揭信效度分析結果，提出校正後之研究架構，如圖 4-1

所示。 

 

 

 

 

 

 

 

 

 

 

 

 

圖 4-1 校正後之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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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描述性統計分析 

有關本研究之各問項資料統計分析上，本研究採李克特（Likert）五分尺度

做為受試者對於問項衡量的指標，依據題項選擇認同的強度，分別給予 1、2、

3、4、5 分，1 為最弱、5 為最高。經問卷整理與分析後，所得的各構面因素之

平均數與標準差，以了解受試者對於各構面的實際感受程度，平均數愈高則表示

消費者對該構面之認同感愈高。 

由表 4-7 可知，社會企業消費者在消費動機部分上認同程度較高的前兩項為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認同這家社會企業的理念（𝑥 ̅=3.98, SD=0.90）」、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產品符合我的需要（𝑥 ̅=3.93, SD=0.88）」，

結果顯示，在消費者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認同這家社會企業的理念以及產品

符合其需要，此兩題項之平均分數分別為 3.98、3.93，為消費動機各題項之平均

數最高分，在差異性平均標準差為 0.88、0.90，為所有變異數中的最小值，亦即

表示受試者在填答消費動機題項上，對於認同社會企業理念以及產品符合需要之

消費動機之認同程度高，較為一致，影響其動機程度亦較高。反之，「我購買社

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想認識同好（𝑥 ̅ =2.78, SD=1.16）」，以及「我購買社會企業產

品是因為我想跟社會企業的經營者或員工認識、互動（𝑥 ̅=2.83, SD=1.21）」，此

兩項為消費動機各題項之最低分，亦即表示受試者在填答消費動機題項上，對於

想認識同好以及想跟經營者或員工認識、互動之消費動機的認同程度低，影響其

動機程度亦較低。 

在產品屬性方面，消費者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覺得有益於社會特定對象，

此題項之平均分數為 4.03，為產品屬性各題項之平均數最高分，此結果表示，對

於有益於社會特定對象之產品屬性，為影響消費者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消費動機之

認同程度較高；而消費者是因為產品是名人代言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該提項

之平均分數為 2.59，為產品屬性各題項之平均數最低分，即表示受試者對於產品

是名人代言之動機其認同程度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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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行銷工具方面之結果顯示，除了網路新聞的報導，以及政府舉辦的展

售活動（如：市集、嘉年華活動），促使消費者購買社會企業產品之平均分數較

高，分別為 3.33、3.06，該二者影響動機程度較高之外，其他行銷工具之平均數

均低於 3，表示對於消費者之消費動機影響並不大。 

表 4-7 題項平均統計表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消費動機 

1.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對這家社會企業感到好

奇。 

3.59 1.00 

2.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嘗試不同的事物。 3.69 1.00 

3.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這家企業的知名度。 3.54 1.06 

4.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平常就有購買這類型產品

的習慣。 

3.34 1.07 

5.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產品符合我的需要。 3.93 0.88 

6.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消費很方便。 3.38 0.98 

7.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服務態度好。 3.63 0.94 

8.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幫助特定對象。 3.91 1.03 

9.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關心特定對象。 3.81 1.04 

10.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表達愛心。 3.61 1.10 

12.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這是社會企業開立的店。 3.39 1.05 

13.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訴諸行動改變社會。 3.71 0.98 

14.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親朋好友們的推薦。 3.43 1.11 

15.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認識同好。 2.78 1.16 

16.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跟社會企業的經營者或

員工認識、互動。 

2.83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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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題項平均統計表(續)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7.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與社會企業的服務對

象有多一些的接觸與了解。 

3.21 1.09 

18.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以消費方式表達對社

會企業的支持。 

3.90 0.97 

19.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表示我有能力幫助別

人。 

3.60 1.08 

20.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認同這家社會企業的理

念。 

3.98 0.90 

21.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可以實現我想要幫助

別人的想法。 

3.85 0.97 

產品屬性 

1. 我因為產品的價格合理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3.81 0.93 

2. 我因為品牌名稱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3.25 1.06 

3. 我因為產品的品質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3.94 0.86 

4. 我因為產品的包裝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3.23 1.10 

5. 我因為產品的功能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3.86 0.92 

6. 我因為產品的種類多樣化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3.45 1.01 

7. 我因為產品的獨特性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3.84 0.92 

8. 我因為產品是名人代言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2.59 1.17 

9.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可以落實環境保護。 3.64 1.00 

10.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有益於社會特定對

象。 

4.03 0.90 

11.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可以實踐社會價值。 3.95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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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題項平均統計表(續)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政策行銷工具 

1. 我因為政府的 DM 廣告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2.40 1.06 

2. 我因為政府的雜誌廣告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2.43 1.08 

3. 我因為政府的電視廣告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2.46 1.11 

4. 我因為政府的社群廣告（如：FaceBook、Line）所以購

買社會企業產品。 

2.73 1.19 

5. 我因為政府的廣播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2.39 1.09 

6. 我因為政府透過部落客介紹的訊息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

品。 

2.80 1.21 

7. 我因為政府舉辦的展售活動（如：市集、嘉年華活動）

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3.06 1.19 

8. 我因為政府舉辦的會議（如：講座、論壇、研討會、座

談會）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2.57 1.17 

9. 我因為政府舉辦的社會企業觀摩參訪活動所以購買社會

企業產品。 

2.69 1.16 

10. 我因為電視新聞報導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2.96 1.11 

11. 我因為報紙報導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2.84 1.14 

12. 我因為網路新聞報導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3.33 1.07 

13. 我因為政府出版的社會企業書籍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

品。 

2.45 1.08 

14. 我因為政府出版的社會企業電子書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

品。 

2.43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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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題項平均統計表(續)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5. 我因為政府出版的社會企業產品型錄所以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 

2.47 1.12 

16. 我因為政府宣導影片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2.56 1.14 

17. 我因為政府網站的訊息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2.41 1.10 

18. 我因為政府電子報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2.37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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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產品屬性、政策行銷工具與消費動機之 

相關分析 

為了解產品屬性與消費動機、產品屬性與政策行銷工具、以及政策行銷工具

與消費動機兩者之間相關性，本研究係採皮爾森（Pearson）積差相關之統計方法

進行分析。一般來說，相關係數值愈接近正負 1 時，表示變項之間的關聯性愈高；

而相關係數的強度大小與意義，在相關係數範圍為 0.7 以上為高度相關，介於 0.4

至 0.6 為中度相關，而在 0.3 以下為低度相關（邱皓政，2010）。 

一、產品屬性與消費動機之相關分析 

本研究將社會企業產品屬性組成因素構面與消費動機進行皮爾森積差相關

分析，以了解兩者變項之間的相關情形。根據表 4-8 顯示，產品屬性因素構面與

消費動機各因素構面之間皆呈現正相關，且均達顯著水準，其相關係數是介於在

r=.127 至 r=.709 之間。其中，基本屬性與消費動機各構面之相關係數最高的為

「實用動機（r=.470，p<.01）」，其次為「好奇與體驗（r=.400，p<.01）」，結

果顯示，產品屬性中的「基本屬性」與消費動機中的「實用動機」最為相關，亦

即受試者對於社會企業產品屬性之基本屬性的認同程度愈高，其購買社會企業產

品消費動機之實用動機愈高。在公益屬性與消費動機各因素構面之相關係數方面，

最高的為「道德與自我實現（r=.709，p<.01）」動機，結果顯示，產品屬性中的

「公益屬性」與消費動機中的「道德與自我實現」為高度相關，亦即受試者對於

社會企業產品屬性之公益屬性的認同程度愈高，其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消費動機之

道德與自我實現動機愈高。在象徵屬性與消費動機各因素構面之相關係數方面，

最高的為「人際互動（r=.501，p<.01）」動機，其次為「品牌形象（r=.407，p<.01）」，

結果顯示，產品屬性中的「象徵屬性」與消費動機中的「人際互動」最為相關，

亦即受試者對於社會企業產品屬性之象徵屬性的認同程度愈高，其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消費動機之人際互動動機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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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產品屬性與消費動機之相關分析表 

構面 基本屬性 公益屬性 象徵屬性 

道德與自我實現 .269** .709** .314** 

人際互動 .223** .264** .501** 

實用動機 .470** .304** .375** 

好奇與體驗 .400** .275** .355** 

品牌形象 .275** .127* .407** 

* p <.05，** p<.01 

 

二、產品屬性與政策行銷工具之相關分析 

本研究再將產品屬性與政策行銷工具之因素構面進行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

以了解兩者變項之間的相關情形。根據表 4-9 顯示，產品屬性因素構面與政策行

銷工具各因素構面之間皆呈正相關，且均達 0.01 顯著水準，相關係數介於 r=.164

至 r=.525 之間。其中，基本屬性與政策行銷工具各構面之相關係數最高的為「政

府平台（r=.226，p<.01）」，結果顯示，產品屬性中的「基本屬性」與政策行銷

工具中的「政府平台」最為相關，亦即受試者對於社會企業產品屬性之基本屬性

的認同程度愈高，其認同政府運用政府平台之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的程度愈高。

在公益屬性與政策行銷工具各因素構面之相關係數方面，最高的為「公共關係

（r=.304，p<.01）」，結果顯示，產品屬性中的「公益屬性」與政策行銷工具中

的「公共關係」最為相關，亦即受試者對於社會企業產品屬性之公益屬性的認同

程度愈高，其認同政府運用公共關係之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的程度愈高。在象

徵屬性與政策行銷工具各因素構面之相關係數方面，最高的為「政府平台（r=.525，

p<.01）」，結果顯示，產品屬性中的「象徵屬性」與政策行銷工具中的「政府平

台」最為相關，亦即受試者對於社會企業產品屬性之象徵屬性的認同程度愈高，

其認同政府運用政府平台之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的程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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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產品屬性與政策行銷工具之相關分析表 

構面 基本屬性 公益屬性 象徵屬性 

政府平台 .226** .164** .525** 

公共關係 .220** .304** .426** 

** p<.01 

 

 三、政策行銷工具與消費動機之相關分析 

本研究將政策行銷工具因素構面與消費動機進行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以了

解兩者變項之間的相關情形。 

根據表 4-10 顯示，政策行銷工具因素構面與消費動機各因素構面之間皆呈

正相關，且均達 0.01 顯著水準，相關係數介於 r=.217 至 r=.520 之間。其中，政

府平台與消費動機各構面之相關係數最高的為「人際互動（r=.520，p<.01）」，

結果顯示，政策行銷工具中的「政府平台」與消費動機中的「人際互動」動機最

為相關，亦即受試者對於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之政府平台的認同程度愈高時，

其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消費動機之人際互動動機愈高。 

而在公共關係與消費動機各因素構面之相關係數方面，最高的為「人際互動

（r=.454，p<.01）」，其次為「道德與自我實現（r=.358，p<.01）」，結果顯示，

政策行銷工具中的「公共關係」與消費動機中的「人際互動」動機是最為相關，

亦即受試者對於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之公共關係的認同程度愈高，其購買社會

企業產品消費動機之人際互動動機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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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政策行銷工具與消費動機之相關分析表 

構面 政府平台 公共關係 

道德與自我實現 .237** .358** 

人際互動 .520** .454** 

實用動機 .259** .245** 

好奇與體驗 .222** .217** 

品牌形象 .365** .33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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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產品屬性、政策行銷工具與消費動機之 

迴歸分析 

本節係為探討社會企業產品屬性對消費動機的解釋力、產品屬性對政策行銷

工具的解釋力、政策行銷工具對消費動機的解釋力，以及政策行銷工具在產品屬

性對消費動機之中介效果。基於第四節的相關分析結果可以發現，產品屬性、政

策行銷工具與消費動機，及產品屬性與政策行銷工具皆達顯著相關，為進一步了

解各變項間的解釋能力，以及政策行銷工具之中介效果影響，本節將進行多元迴

歸分析。 

一、產品屬性對消費動機之解釋力 

為了解產品屬性對整體消費動機變項中的解釋力，本研究以產品屬性三個變

項為解釋變項，以消費動機為效標變項，並以逐步迴歸法進行多元迴歸分析，來

探討影響消費動機之最主要產品屬性究竟為何，其結果詳如表 4-11、表 4-12 所

示。 

表 4-11 產品屬性對消費動機之多元迴歸分析結果 

複相關係數 

R 

決定係數 

R2 
調整後 R2 

F 

自由度(df) 比值 

.732 .535 .531 （3, 356） 136.714*** 

***p<.001 

表 4-11 顯示，三個產品屬性變項為解釋變項與消費動機為效標變項的複相

關係數為 0.732，已達到顯著水準(p<.001)，產品屬性對消費動機的決定係數 R2

為 0.535，也就是解釋變項對於效標變項變異量的解釋力為 53.5%，以調整後 R2

來表示，仍有 53.1%的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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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產品屬性對消費動機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

式 

投入變項

順序 

複相關

係數 R 

決定係

數 R2 

調整

後 R2 

R2改

變量 

β 

係數 

自由度 

df 
F 值 

1 公益屬性 .621 .386 .384 .386 .621 （1, 358） 224.864*** 

2 象徵屬性 .728 .530 .527 .144 .391 （2, 357） 201.104*** 

3 基本屬性 .732 .535 .531 .006 .087 （3, 356） 136.714*** 

***p<.001 

表 4-12 顯示，模式一先進入迴歸模式的變項為「公益屬性」，公益屬性與消

費動機的複相關係數為 0.621，高於其他變項與效標變項之相關，其多元決定係

數為 0.386，表示公益屬性對於消費動機的解釋力有 0.386，亦為公益屬性共可解

釋消費動機總變異量的 38.6%，即公益屬性對消費動機有 38.6%的解釋力。 

第二步驟加入的變項為「象徵屬性」，模式二中公益屬性、象徵屬性與效標

變項之多元相關係數為 0.728，多元決定係數為 0.530，表示公益屬性加上象徵屬

性對於消費動機的解釋力有 0.530；加入「象徵屬性」後之決定係數改變量為 0.144，

代表有 14.4%是公益屬性與象徵屬性共同作用之結果，也就是加入象徵屬性變項

後，可提高消費動機變異量之 14.4%。 

第三步驟加入的變項為「基本屬性」，模式三中公益屬性、象徵屬性、基本

屬性與效標變項的多元相關係數為 0.732，多元決定係數為 0.535，表示公益屬性、

象徵屬性加上基本屬性對於消費動機的解釋力有 0.535；加入「基本屬性」後的

決定係數改變量為 0.006，代表有 0.6%是公益屬性、象徵屬性、基本屬性共同作

用的結果，也就是加入基本屬性變項後，可以提高消費動機變異量之 0.6%。 

為檢驗解釋變項間有無共線性問題，本研究以條件指數 CI值來衡量，CI 值

愈高，表示共線性嚴重，當 CI 值低於 30，表示共線性問題緩和，當 CI 值大於

30，代表有嚴重的共線性。本研究經進行共線性診斷後，條件指數 CI 值為

15.733<30，故為低度共線性，如表 4-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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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產品屬性對消費動機之共線性診斷 

模型 維度 條件指數 

1 1 1.000 

 2 8.885 

 3 13.787 

 4 15.733 

綜合以上分析，顯示產品屬性對消費動機具有正向且顯著性的影響；且產品

屬性可解釋消費動機的總解釋變異量達 53.5%，其中以「公益屬性」層面可解釋

消費動機 38.6%為最高，亦代表產品屬性對消費動機有顯著解釋能力。 

因此，本研究假設一：「社會企業產品屬性對消費動機有顯著影響」獲得支

持。 

 

二、產品屬性對政策行銷工具之解釋力 

為了解產品屬性對政策行銷工具變項之解釋力，本研究以產品屬性為解釋變

項，政策行銷工具為效標變項，進行迴歸分析，探討產品屬性對政策行銷工具之

解釋力為何，其結果詳表 4-14 所示。 

表 4-14 產品屬性對政策行銷工具之迴歸分析結果 

複相關係數 R 決定係數 R2 調整後 R2 β係數 F 值 

.417 .173 .171 .417 75.141*** 

***p<.001 

表 4-14 顯示，產品屬性變項為解釋變項與政策行銷工具為效標變項的複相

關係數為 0.417，標準化迴歸係數值為 0.417(β=0.417)，已達到顯著水準(p<.001)，，

產品屬性對政策行銷工具的決定係數 R2為 0.173，也就是解釋變項對於效標變項

變異量的解釋力為 17.3%，以調整後 R2來表示，有 17.1%的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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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分析，顯示產品屬性對政策行銷工具具有正向且顯著性的影響；且

產品屬性可解釋政策行銷工具的總解釋變異量達 17.3%，代表產品屬性對政策行

銷工具有顯著解釋能力。 

因此，本研究假設二：「社會企業產品屬性對政策行銷工具有顯著影響」獲

得支持。 

 

三、政策行銷工具對消費動機之解釋力 

為了解政策行銷工具對整體消費動機變項中的解釋力，本研究以政策行銷工

具二個變項為解釋變項，消費動機為效標變項，以逐步迴歸法進行多元迴歸分析，

探討影響消費動機之最主要政策行銷工具究竟為何，其結果詳 4-15、表 4-16 所

示。 

表 4-15 政策行銷工具對消費動機之多元迴歸分析結果 

複相關係數 

R 

決定係數 

R2 
調整後 R2 

F 

自由度(df) 比值 

.492 .242 .238 （2, 357） 57.121*** 

***p<.001 

表 4-15 顯示，政策行銷工具變項為解釋變項與消費動機為效標變項的複相

關係數為 0.492，已達到顯著水準(p<.001)，政策行銷工具對消費動機的決定係數

R2 為 0.242，也就是解釋變項對於效標變項變異量的解釋力為 24.2%，以調整後

R2來表示，仍有 23.8%的解釋力。 

表 4-16 政策行銷工具對消費動機之多元迴歸分析摘要表 

模

式 

投入變項 

順序 

複相關

係數 R 

決定係

數 R2 

調整

後 R2 

R2改

變量 

β 

係數 

自由度 

df 
F 值 

1 公共關係 .470 .221 .219 . 221 .470 （1, 358） 101.593*** 

2 政府平台 .492 .242 .238 . 021 .197 （2, 357） 57.12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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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顯示，模式一先進入迴歸模式的變項為「公共關係」，公共關係與

消費動機的複相關係數為 0.470，高於其他變項與效標變項之相關，其多元決定

係數為 0.221，表示公共關係對於消費動機的解釋力有 0.221，亦為公共關係共可

解釋消費動機總變異量的 22.1%，即公共關係對消費動機有 22.1%的解釋力。 

第二步驟加入的變項為「政府平台」，模式二中公共關係、政府平台與效標

變項之多元相關係數為 0.492，多元決定係數為 0.242，表示公共關係加上政府平

台對於消費動機的解釋力有 0.242；加入「政府平台」後之決定係數改變量為 0.021，

代表有 2.1%是公共關係與政府平台共同作用之結果，也就是加入政府平台變項

後，可提高消費動機變異量之 2.1%。 

為檢驗解釋變項間有無共線性問題，本研究以條件指數 CI 值來衡量，經進

行共線性診斷後，條件指數 CI值為 9.260 < 30，故為低度共線性，如表 4-17 所

示。 

表 4-17 政策行銷工具對消費動機之共線性診斷 

模型 維度 條件指數 

1 1 1.000 

 2 6.749 

 3 9.260 

綜合以上分析，顯示政策行銷工具對消費動機具有正向且顯著性的影響；且

政策行銷工具可解釋消費動機的總解釋變異量達 24.2%，其中以「公共關係」層

面可解釋消費動機 22.1%為最高，亦代表政策行銷工具對消費動機有顯著解釋能

力。 

因此，本研究假設三：「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對消費動機有顯著影響」獲

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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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策行銷工具在社會企業產品屬性對消費動機間之中介效果 

經由前述分析顯示，產品屬性對消費動機、產品屬性對政策行銷工具、以及

政策行銷工具對消費動機均具有解釋力，且均達顯著水準，本研究假設一至三均

成立。為進一步了解政策行銷工具在產品屬性對消費動機之中介效果，本研究進

行迴歸分析，以探討政策行銷工具之中介效果影響程度為何。 

依據 Baron 與 Kenny（1986）之研究表示，中介效果應符合三個條件，即為

自變項對依變項應有顯著的解釋效果，自變項對中介變項應有顯著的解釋效果，

當自變項與中介變項同時加入迴歸模型時，中介變項對依變項應有顯著的解釋效

果；於迴歸模式中置入中介變項後，自變項之迴歸係數會降低或轉為不顯著，如

迴歸係數降低呈不顯著，為完全中介效果，迴歸係數降低而仍為顯著，則為部分

中介效果，而中介變項與依變項仍有顯著關係。本研究之結果詳如表 4-18 所示。 

表 4-18 政策行銷工具在產品屬性對消費動機之中介效果分析摘要表 

模式 β係數 T 值 
決定係

數 R2 

調整後

R2 
F 值 

1 產品屬性 .665 16.860 .443 .441 284.258*** 

2 產品屬性 .576 13.730 
.480 .478 165.073*** 

 政府行銷工具 .214 5.101 

***p<.001 

表 4-18 顯示，模式一，產品屬性對消費動機有顯著之解釋效果，其標準化

迴歸係數為 0.665，並達顯著水準(β=.665，p<.001)；模式二，同時將產品屬性與

政策行銷工具變項放入迴歸模型，可以發現政策行銷工具對消費動機亦有顯著之

解釋效果，其標準化迴歸係數為 0.214，達顯著水準(β=.214，p<.001)，而產品屬

性對消費動機之解釋能力則降低，其標準化迴歸係數則變為 0.576，亦達顯著水

準(β=.576，p<.001)。 

 



 

121 

由上述內容可判斷，社會企業產品屬性變項透過政策行銷工具中介變項對消

費動機變項影響的間接效果有顯著；換言之，政策行銷工具在產品屬性對消費動

機間有部分中介效果。 

因此，本研究假設四：「政策行銷工具在社會企業產品屬性對消費動機間具

有中介效果」獲得支持。 

 

 

 

 

 

 

 

圖 4-2 中介效果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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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消費者的角度出發，探討社會企業產品屬性、政策行銷工具與消費

者消費動機之影響，並透過文獻探討建立出本研究之架構，以社會企業消費者為

研究對象進行問卷調查，並針對回收問卷進行分析，因此，經過實證分析的結果，

本章係根據第四章的研究發現與分析結果作討論，並提出本研究之發現與結論，

以及未來的研究方向及建議，以提供政府與社會企業之參考。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節根據研究目的及假設，經實證研究後，將研究結果說明如下： 

本研究首先透過描述性統計分析了解社會企業產品消費者對於消費動機及

本研究之各個變項的認同程度為何。研究結果顯示，消費者對於本研究之消費動

機、產品屬性變項之平均認同程度分數皆達中上的程度，在消費動機之變項中，

以消費者認同社會企業理念之消費動機的認同程度高；在產品屬性上，則是以有

益於社會特定對象之產品屬性為消費者之消費動機的認同程度較高；而在政策行

銷工具變項上，其平均分數雖均較低，惟以網路新聞的報導，以及政府舉辦的展

售活動（如：市集、嘉年華活動），為消費者之消費動機的認同程度較高。 

整體來說，社會企業消費者在消費動機以及產品屬性之因素皆係能影響消費

者購買社會企業產品之動機因素，惟在政府政策行銷工具方面對於消費者消費動

機之認同程度則相對上較有進步的空間。且依據國內外學者指出，對於社會企業

產品的消費行為亦係基於認同該社會企業之理念與價值而購買（戴秀嬌，2009；

藍文佑，2010），因此，以消費者的觀點來說，消費者會基於認同且支持社會企

業的理念下，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再者，針對社會企業產品消費者對產品屬性、政策行銷工具及消費動機等各

變數之關係，茲將研究結果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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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品屬性、政策行銷工具與消費動機之影響 

（一）社會企業產品屬性與消費動機有顯著相關 

本研究經由分析結果發現，消費者對社會企業產品屬性與消費動機有顯著相

關，且呈現正向關係。其中「公益屬性」與消費動機中，以「道德與自我實現」

動機之相關程度最高，消費者對於社會企業產品公益屬性的認同程度愈高，其購

買社會企業產品之消費動機愈高；亦即消費者對社會企業產品之公益屬性認同程

度愈高時，其因為道德與自我實現之消費動機愈強。在「基本屬性」與消費動機

中，以「實用動機」之相關程度最高；亦即消費者對社會企業產品之基本屬性認

同程度愈高時，其因為社會企業產品的實用性之消費動機愈強。而「象徵屬性」

與消費動機中，以「人際互動」最為相關；亦即消費者對社會企業產品之象徵屬

性認同程度愈高時，其因為人際互動之消費動機愈強。 

反之，消費者對社會企業產品「公益屬性與品牌形象、人際互動、好奇與體

驗」動機、「基本屬性與人際互動、道德與自我實現、品牌形象」動機雖有關係，

但相關程度較低。 

由此可知，產品屬性是消費者衡量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消費動機之重要依據，

確實會影響消費者之消費動機，亦能夠有效提升社會企業消費者購買社會企業產

品之消費動機，且公益屬性能夠提高消費者對於社會企業產品之購買動機，進而

提升其消費意願。如同學者呂朝賢（2013）所述，社會企業產品屬性除了有一般

產品之基本屬性外，消費者購買產品會因該產品之社會公益附加價值，而影響其

消費行為。 

因此，根據本研究結果，可得知消費者購買社會企業產品，不僅僅只是消費

者本身對於產品或服務的需要，更包括其他的消費動機，包含公益價值、認同社

會企業理念等。消費者為了滿足本身之需要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所以社會企業如

能成功的結合公益價值、組織理念與消費者之需求，可能會影響消費者之消費動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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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企業產品屬性與政策行銷工具有顯著相關 

本研究經由分析結果發現，消費者對社會企業產品屬性與政策行銷工具有顯

著相關，且呈現正向關係。其中「象徵屬性」與政策行銷工具中，以「政府平台」

之相關程度最高，消費者對於社會企業產品象徵屬性的認同程度愈高，其認同政

府運用政府平台之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的程度愈高。在「公益屬性」與政策行

銷工具中，以「公共關係」之相關程度最高；亦即消費者對社會企業產品之公益

屬性認同程度愈高時，其認同政府運用公共關係之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的程度

愈高。而「基本屬性」與政策行銷工具中，以「政府平台」最為相關；亦即消費

者對社會企業產品之基本屬性認同程度愈高時，其認同政府運用政府平台之社會

企業政策行銷工具的程度愈強。 

反之，消費者對社會企業產品「基本屬性與公共關係」政策行銷工具、「公

益屬性與政府平台」政策行銷工具雖有關係，但相關程度較低。 

由此可知，在政策行銷上，面對產品屬性的不同，政府在制定政策行銷的策

略及工具上，必然有所改變。如同學者蔡玉萍（2002）所述，行銷策略會受到產

品屬性的不同造成影響，所以在制定行銷策略時，必須要正確的掌握產品的特性，

選擇配合產品屬性合適之工具，因每一項產品屬性都有其適當的行銷組合策略

（Kolter, 1996）。 

因此，根據本研究結果可得知，政府透過政策行銷工具推廣社會企業政策、

產品或服務，將政策產品的內涵、包裝、功能與價值推銷出去，得以讓社會大眾

更加認識與了解。藉由政策行銷工具的方式將社會企業產品屬性清楚向消費者介

紹及行銷，以影響消費者對於產品的需求，對於在政策行銷工具的使用上，是具

有相當之影響性。 

（三）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與消費動機有顯著相關 

本研究經由分析結果發現，消費者對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與消費動機有顯

著相關，且呈現正向關係。其中「政府平台」與消費動機中，以「人際互動」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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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之相關程度最高，消費者對於社會企業產品政府平台的認同程度愈高，其購買

社會企業產品之消費動機愈高；亦即消費者對社會企業產品之政府平台認同程度

愈高時，其因為人際互動之消費動機愈強。在「公共關係」與消費動機中，亦以

「人際互動」動機之相關程度最高；亦即消費者對社會企業產品之公共關係認同

程度愈高時，其因為社會企業產品在人際互動之消費動機愈強。 

反之，消費者對社會企業產品「政府平台與好奇與體驗、實用動機、道德與

自我實現」動機、「公共關係與好奇與體驗、實用動機」雖有關係，但相關程度

較低。 

由此可知，政策行銷工具會影響消費者之消費動機，尤其以影響人際互動為

主要動機因素，可提高消費者對於社會企業產品之消費動機，進而提升其購買意

願。如同學者所述，在政府組織的政策行銷過程中，必須妥善利用政策行銷工具，

借用有效的行銷管理工具加以宣傳，以說服目標市場採取期望行為（李玟慧，2008；

謝耀霆，2010）。 

因此，依據本研究之結果，可發現在消費者購買社會企業產品之消費動機上，

透過有效之政策行銷工具，可將政策理念傳達予消費者，讓消費者更加了解社會

企業產品，藉此影響消費者之消費動機，進而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二、產品屬性、政策行銷工具與消費動機之解釋力 

依據前揭所述，產品屬性、政策行銷工具與消費動機，及產品屬性與政策行

銷工具皆達顯著相關，故，本研究經由多元迴歸分析，以解釋產品屬性、政策行

銷工具與消費動機之解釋力，以及政策行銷工具之中介效果影響。 

（一）社會企業產品屬性對消費動機有解釋力 

經由前揭相關分析顯示，產品屬性對於消費動機有顯著相關，本研究進一步

經多元迴歸分析，產品屬性的決定係數 R2 是 53.5%，亦即產品屬性對消費動機

解釋力為 53.5%，而其中又以公益屬性對消費動機有 38.6%的解釋力，是在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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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中以「公益屬性」層面可解釋消費動機為最高，表示消費者在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上，主要會因公益屬性之考量下影響其消費動機，以促使其消費。 

（二）社會企業產品屬性對政策行銷工具有解釋力 

經由前揭相關分析顯示，產品屬性對於政策行銷工具有顯著相關，本研究進

一步經迴歸分析，產品屬性對政策行銷工具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值為 0.417，決定

係數 R2是 0.173，亦即產品屬性對政策行銷工具解釋力為 17.3%，表示產品屬性

對政策行銷工具有顯著解釋能力。如同學者所述，每一項產品屬性都有其適當的

行銷組合策略與工具(Kolter, 1996)。因此，在政策行銷上，政府須了解每項產品

的屬性，對於不同產品選擇合適之政策行銷工具，以針對消費者進行行銷。 

（三）社會企業政策行銷工具對消費動機有解釋力 

經由前揭相關分析顯示，政策行銷工具對於消費動機有顯著相關，本研究進

一步經多元迴歸分析，政策行銷工具的決定係數 R2 為 24.2%，亦即政策行銷工

具對消費動機解釋力為 24.2%，此外，又以公共關係對消費動機有 22.1%的解釋

力，於政策行銷工具中以「公共關係」層面可解釋消費動機為最高，表示消費者

在購買社會企業產品上，主要會因公共關係之考量下影響其消費動機，促使其消

費。學者翁興利（2004）即指出，公共關係可將產品或服務的相關資訊，運用新

聞媒體的形式在大眾媒體上報導，其本身無需付費之外，亦可藉此規劃各種不同

方法以改進與維護單位或產品的形象，透過公共報導可以給人較為客觀公正的感

覺，因此更容易取得消費者的信賴，有更好的效果。 

（四）政策行銷工具在社會企業產品屬性對消費動機間具有部分

中介效果 

在政策行銷工具中介效果的檢驗程序中，本研究透過迴歸分析來證實政策行

銷工具對產品屬性與消費動機之中介效果。將產品屬性與政策行銷工具變項放入

迴歸模型，可發現政策行銷工具對消費動機有顯著之解釋效果，其標準化迴歸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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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為 0.214，達顯著水準，而產品屬性對消費動機之解釋能力則降低，其標準化

迴歸係數則從 0.665 降低為 0.576。由此研究結果顯示，政策行銷工具於產品屬

性與消費動機之間有部分中介因子的角色，具有部分中介效果之影響。如同學者

蔡佩玲（2008）與高培修（2005）之研究所述，行銷工具是將所有產品與服務有

關之訊息來源加以管理，行銷人員須清楚了解消費者之需求，才能針對其需求，

制定產品最佳之行銷工具與策略，使消費者接觸後，產生購買行為。因此，消費

者針對社會企業產品屬性會因為政策行銷工具的介入，而增加其消費動機，促使

其購買產品。 

綜合以上結果分析，社會企業產品屬性、政策行銷工具對於消費動機皆具有

顯著解釋能力，產品屬性與政策行銷工具亦有解釋力，另外，政策行銷工具在社

會企業產品屬性對消費動機間是具有部分中介效果。惟依據前揭所述，產品屬性

與政策行銷工具對於消費動機雖然皆有顯著相關，然而，經多元迴歸分析之結果，

有關產品屬性、政策行銷工具對消費動機之解釋力，產品屬性對消費動機解釋力

為 53.5%，政策行銷工具對消費動機解釋力僅 24.2%，由此可知，在結果顯示上，

產品屬性與政策行銷工具分別對於消費動機的解釋力上有明顯之差異，產品屬性

對於消費動機的解釋力明顯高於政策行銷工具對於消費動機的解釋力。因此，在

面對消費者在社會企業產品動機上，為提升消費者之消費動機，可將首要重點放

在產品屬性上；至於在政策行銷工具介入的層面則為次要考量。 

針對產品屬性、政策行銷工具對於消費動機的解釋力兩者間之差異，為何政

策行銷工具的介入其解釋力如此低；然而，檢視專家學者文獻，相關文獻認為政

策行銷工具對於政策之推廣有其效益，惟本研究針對於社會企業之政策行銷運用

政策行銷工具推廣社會企業產品，在實證研究上，其結果顯示政策行銷工具對於

消費動機之解釋力低，即影響消費者之消費動機程度並不高；反之在產品屬性之

解釋力高。 

因此，針對此研究結果，在政策行銷工具對於消費動機的結果上有別於文獻

之研究，本研究推論分析，在社會企業政策上運用政策行銷工具行銷於社會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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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之推廣，尚無有太大之助益，推究其原因，在政府的層面上，可能因政府不

了解如何運用有效之政策行銷工具為社會企業進行行銷，或是政策行銷工具的介

入在社會企業政策推行上仍未普及，無法深入社會基層，無法讓民眾能普遍獲取

社會企業或其產品之相關資訊；而以消費者的層面上來看，亦可能因目前社會企

業尚在發展階段，社會大眾普遍還未理解何謂社會企業，在消費者不清楚社會企

業究竟為何之下，對於社會企業之理念或意涵尚未了解，使政府於政策行銷工具

的運用上未有其效果，致使政策行銷工具的介入對於消費者之影響程度並不高，

無法反映於消費者之消費動機上，因而較無法有效提升消費者對於社會企業產品

之消費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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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綜合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進一步提出實務上之建議，藉此提供社會企業與

政府了解消費者主要購買社會企業產品之消費動機，以供社會企業之經營與推展，

以及政府政策未來發展之參考意義。 

一、對社會企業之建議 

（一）持續落實社會企業理念與價值之實踐 

經本研究之發現，認同社會企業理念與價值是消費者於衡量購買社會企業產

品之重要消費動機的依據，社會企業若能屢行其社會理念，可提升其企業形象與

價值，促使社會企業產生更多優勢，亦能讓消費者有此消費動機購買社會企業產

品和服務，如此，不僅滿足消費者的期望，也能增加其消費意願。因此，對於社

會企業而言，社會企業只要能夠實際創造、落實與執行其社會理念與價值之相關

產品、服務或活動，將是能助於提升消費者之認同與信賴。而在實踐理念的層面

極廣，只要此理念對社會有幫助、有效解決社會問題、注重公益價值，讓社會企

業提供之產品或服務對於這個社會是具有良好影響、可帶來正面貢獻，且得以有

效獲得消費者之認同、滿足消費者期望者，皆是社會企業可以不斷持續努力之方

向。 

（二）產品融合消費者需求與理念，以理念創造故事 

本研究證實，消費者購買社會企業產品之消費動機是因為認同這家社會企業

的理念，以及產品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亦是消費行為一大重要的因素。因此，社

會企業於發展新興產品或服務的同時，應將一般市場消費者的需求、實際需要等

產品屬性納入研發的考量，也可思考如何將社會企業理念有效的傳達在產品上，

使社會企業理念與價值結合於產品，成為最好的包裝工具，讓消費者在認同這家

社會企業之理念的同時，也能在社會企業商品兼具使用之價值上，滿足消費者日

常生活的需要以及其對產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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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能符合消費者的需求是基本的功能，社會企業產品與一般產品不同，其

特色在於社會企業的價值是擁有那份理念和產品背後的精神，而每個理念都是一

個動人的故事，市面上的產品沒有故事，這就是社會企業最大的優勢；消費者購

買的並非只是這項產品，而是有其代表著的理念精神與價值。因此，社會企業在

產品的創造上，可融合消費者需求、社會企業理念與其背後的故事。社會企業產

品重要的是可以透過產品由社會企業自己說故事，為自己的理念發聲，由故事讓

社會大眾認識產品，從故事內容產生感動，讓感動產生消費；用理念故事感動消

費者的心，消費者買的即是一個故事、是一份理念。如此，社會企業產品同時擁

有了實用性及價值性，不僅可以符合消費者對於產品的實際需要，亦能藉由認同

社會企業理念，讓更廣大的消費者進而消費來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三）增進消費者對社會企業產品之公益價值 

根據研究結果，社會企業產品之公益屬性對於道德與自我實現的消費動機之

影響較大，「公益屬性」亦是產品屬性中為影響消費動機之程度最高，表示消費

者在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會因考量公益屬性之因素影響其消費動機，並促使其消費；

亦即消費者購買社會企業產品之消費動機是存在著公益屬性之考量與道德動機

的意念，透過在社會企業產品的消費可以落實環境保護，或得以有益於社會特定

對象、幫助特定族群，可以實現其為幫助別人的想法，故以消費方式表達對社會

企業的支持，實踐社會價值。 

因此，在消費者對於社會企業產品之公益屬性與道德動機的驅使下，建議社

會企業於其產品和服務上，可以實際展現產品的社會公益價值，讓消費者可以很

明白的從產品上獲得相關資訊，讓消費者可以清楚且具體的了解，其購買的社會

企業產品能夠實際幫助、有益於這些特定對象的程度有多少，可以創造的社會公

益和價值、或帶給這個社會的貢獻為何，讓消費者有著做公益的心理滿足感，促

使消費者更加願意藉由消費來表達自己支持社會企業的行動，以購買社會企業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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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政府之建議 

（一）注重運用公共關係之政策行銷工具增進產品曝光之機會 

在研究結果上，多數政策行銷工具雖然對於社會企業產品消費者之消費動機

影響較低，惟仍有部分政策行銷工具有其影響存在。在政策行銷工具中以公共關

係對於消費動機較有影響，透過公共關係的報導，得以讓社會大眾獲知政府的政

策內容與訊息；而在政府平台的媒介上，係以政府舉辦的展售活動（如：市集、

嘉年華活動）為影響消費者之消費動機的程度較高。 

因此，政府在推廣社會企業產品上，若須運用政策行銷工具時，應透過有效

之政策行銷工具幫助社會企業產品推行，並考量能夠與人際互動之方式為主要之

因素，可優先使用以公共關係或舉辦展售活動的行銷方式。在對於政府舉辦實體

展售活動，如市集、嘉年華活動等，可吸引社會大眾參加，於社會企業擺設攤位

展售其產品時，亦可協助社會企業增進曝光機會，讓消費者近距離接觸與認識社

會企業相關產品或服務，進而促使其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此外，在公共關係及新

聞媒體的管道，透過政府發佈社會企業相關活動、方案之新聞稿、媒體公關稿、

記者會邀請函的方式，讓媒體記者有訪談及拍攝的機會，藉由新聞媒體的播送，

使更多群眾能夠即時且快速的接收到政府想要傳達推廣社會企業之訊息，以更增

強社會企業的正面形象，也讓社會企業產品得以使社會大眾更加了解，吸引更多

的消費者購買。 

（二）透過政策行銷工具傳達社會企業理念與公益價值以推廣社

會企業產品 

注重社會企業的理念與產品的公益價值是影響消費者重要的消費動機與產

品屬性，政策行銷工具在產品屬性與消費動機間亦有間接影響之效果；因此，政

府在透過政策行銷工具推廣社會企業產品、宣傳產品屬性的同時，可將社會企業

理念與產品公益價值一併與政策行銷工具相結合。在藉由廣告、文宣品、公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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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新聞媒體等政策行銷工具之宣傳媒介，應有效傳達出社會企業理念之訴求，

以及社會企業價值觀的表達，以利彰顯出其社會企業之宗旨、社會目的，與社會

企業產品之公益屬性，達到推廣社會企業產品及社會企業精神的目標；透過報導

得以讓大眾認識社會企業，也讓公益價值理念傳播的更快、更廣，讓消費者感受

到這些理念和價值觀的意義，帶動消費者對於社會企業理念之認同感，以及對社

會企業的歸屬感，並且可提供有更多機會讓有共同理念的民眾直接與社會企業進

行互動與交流，以強化消費者對社會企業之認同與參與，才能增強其消費動機，

用消費行動來支持社會企業相關產品或服務。 

（三）讓社會企業自行創造行銷 

本研究發現，政策行銷工具對於消費動機雖有顯著相關，惟政策行銷工具對

於消費動機之解釋力較低，影響消費者之消費動機程度並不是太高；整體而言，

政府的行銷對於社會企業而言未起較大之效果，研究證明，對於多數消費者仍普

遍無感。 

在本研究推論下認為，因目前社會企業或相關政策皆尚處於發展階段中，對

於政府或消費者而言，政府在社會企業政策推行上尚未普及，普遍社會大眾仍無

法完全了解社會企業及其理念為何，在目前時機尚未成熟之下，政府即使運用政

策行銷工具，社會大眾仍未能有效獲得及理解社會企業或其產品之相關資訊與意

涵，使得政策行銷工具的介入對於消費者之消費動機影響未有其效果。因此，本

研究建議，在現階段社會企業政策的推行上，政府尚不需介入甚多，反之可提供

社會企業一個自行發揮的行銷環境，由社會企業於市場機制中自行創造行銷、自

行運作發展，待社會企業有需求時，政府可適時提供經費或相關政策制定等等之

協助，讓社會企業透過自己的力量，自由、主動的去發掘各種行銷的可能，以造

就多元、有效的社會企業行銷方法，使社會企業之理念與產品得以拓展、更加廣

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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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雖係有相關理論作為基礎，惟仍有其研究限制；因此，本

節將探討本研究產生之研究限制，提供給後續研究者參考。 

因目前在臺灣社會企業並無明確之定義，無法清楚界定社會企業之範圍與明

確之界線，為目前之研究困境。故，本研究無法推論社會企業整體之狀況；另，

因本研究為探討政策行銷工具介入之情形，故採以官方之資料作為調查對象，目

前尚有政府編印之社會企業產品型錄，因此，本研究以社會企業產品型錄之 34

家社會企業的消費者為調查對象，以了解這些社會企業消費者對於本研究議題之

看法，以作為未來之參考。 

本研究受限於問卷發放時，部分社會企業為避免發放問卷造成消費者困擾，

故無法配合協助請其消費者填寫問卷；因此，本研究採取便利抽樣法及網路問卷，

在樣本數以網路問卷為主之情形下，代表性稍嫌不足，可能影響研究中部分構面

間的關係與影響之結果。 

由上述可知，本研究仍有其限制及不足之處，故為提升本研究之完整性，針

對本次研究過程及結果，提出以下三點提供後續相關研究方向與建議，以供未來

研究之參考。 

一、擴大樣本數 

本研究部分社會企業取得之樣本數較少，可能影響分析之結果；因此，建議

後續之研究可擴大樣本數量或將樣本數平均各家社會企業，以再次驗證本研究之

架構及假設，並作更深入及全面性之探討，對於研究結果，亦當更具價值感。 

二、探討其他可能影響的變數 

本研究係探討產品屬性、政策行銷工具與消費動機之間之影響，後續研究者

可再加入其他可能影響之變數，如消費者對社會企業認知、滿意度、忠誠度等，

進而研究消費者對於社會企業之認知、滿意度、忠誠度與消費動機之探討，提供

社會企業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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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透過訪談法探索驗證結果背後原因 

本研究係採量化研究，以問卷調查之方式進行，研究結果僅為數據統計分析，

並依據研究結果進行推論，惟尚無法確切的深入了解消費者真正的看法。因此，

後續研究者可再透過質化研究，以訪談法方式了解消費者消費動機背後之原因，

以驗證本研究之結果。 

 

  

 



 

136 

 

  

 



 

137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王丹云（2007）。善因行銷對品牌價值創造之影響－以顧客信任和承諾為中介。

銘傳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王姿惠、刁儷雅、林豐瑞（2012）。產品屬性、品牌形象、消費情境影響滿意度

之研究-以具認驗證標章之生鮮農產品為例。農業推廣文彙，57，39-58。 

王紹旬（2011）。政府政策行銷活動評估之研究-以台灣燈會為例。國立政治大

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方文熙、賴玟敏（2012）。旅遊中購買禮品的送禮動機、產品種類、產品屬性與

商店屬性之關係研究。觀光旅遊研究學刊，7(1)，1-26。 

方世榮譯（1994）。行銷管理學（Philip Kotler 原著）。臺北市：東華。 

丘昌泰（2010）。公共政策：基礎篇（第四版）。臺北市：巨流。 

台灣公益團體自律聯盟（2015）。社會企業登錄平台。2017 年 2 月 1 日，取

自：http://twnpos.org.tw/team/team_list.php 

生態綠（2015）。社企聚落。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sehub.tw/?page_id=2https://www.facebook.com/sehub.tw 

行政院（2014）。社會企業行動方案。2017 年 1 月 31 日，取自：

http://www.ey.gov.tw/Upload/RelFile/26/716149/8d8b6be7-0e21-4a37-9c72-

871e28b325d2.pdf 

行政院（2015a）。青年創業及圓夢網宣傳廣告。2017 年 12 月 20 日，取自：

https://www.ey.gov.tw/cp.aspx?n=97B4353176AA9580&s=2EC9A55F863AC10

D 

行政院（2015b）。青年創業圓夢-案例篇。2017 年 12 月 20 日，取自：

https://www.ey.gov.tw/cp.aspx?n=97B4353176AA9580&s=2EC9A55F863AC10D 

 

http://twnpos.org.tw/team/team_list.php
http://www.ey.gov.tw/Upload/RelFile/26/716149/8d8b6be7-0e21-4a37-9c72-871e28b325d2.pdf
http://www.ey.gov.tw/Upload/RelFile/26/716149/8d8b6be7-0e21-4a37-9c72-871e28b325d2.pdf


 

138 

行政院（2015c）。社會企業線上直播。2017 年 12 月 20 日，取自：

https://www.ey.gov.tw/cp.aspx?n=97B4353176AA9580&s=2EC9A55F863AC10

D 

行政院（2016）。行政院電子報即時新聞「持續整合政府與民間量能 打造友善

的創新創業環境」。2017 年 12 月 16 日，取自：

https://www.ey.gov.tw/Epaper_Content.aspx?d=2016-01-

04&n=A1746F80AA19450B&sms=99606AC2FCD53A3A 

全國法規資料庫（2016）。就業服務法。2018 年 5 月 25 日，取自：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90001 

朱雅群（2005）。客家桐花祭之政策行銷暨滿意度分析。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

政暨政策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新北市。 

何昭賢（2000）。產品屬性、訊息來源對廣告溝通效果的影響。東吳大學企業

管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李玟慧（2008）。台灣地區家庭計畫政策行銷之研究。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

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李衍儒（2014）。美國、英國及中國香港特區政府社會企業的發展經驗對臺灣

的政策啟示。載於須文蔚（主編），公益的活水：臺灣社會企業的理論與實

踐（頁 57-90）。臺北：新臺灣人文教基金會；新北：華藝學術出版社。 

呂朝賢（2013）。社會企業：運作模式與倫理市場。社區發展季刊，143，78-

88。 

呂寶毅（2009）。民營化與員工生涯發展、社會生活適應之研究。國立政治大

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林文祥（2007）。我國自然人憑證政策行銷之研究。東海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

士論文，未出版，臺中市。 

林怡君（2008）。社會企業在臺灣的發展與限制～以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經濟型計

畫為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就業安全半年刊，7(1)，63-67。 

 



 

139 

林佳慧（2015）。公部門政策行銷策略之研究。T&D 飛訊，39，1-20。 

林冠雯（2011）。台中市國中教師對專業發展評鑑計畫態度之研究。國立中興

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中市。 

林建煌（2015）。行銷管理。臺北市：華泰。 

林素吟、丁學勤（2004）。產品屬性、程序屬性與顧客滿意度的關係模式。管理

評論，23(2)，24-93。 

林欽榮（2010）。消費者行為（第二版）。新北市：揚智文化。 

林隆儀、許慶珍（2007）。參考群體與消費態度在消費動機對購買意圖影響的

干擾效果—以老年消費者購買保健食品為例。行銷評論，4(4)，421-448。 

林靈宏（1994）。消費者行為學。臺北市：五南。 

吳定（2001）。公共政策。臺北市：華視。 

吳培瑜（2016）。公路自行車卡鞋之產品屬性與消費決策探討。銘傳大學商品

設計學系創新設計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邱皓政（2010）。量化研究與統計分析 SPSS（PASW）資料分析範例。臺北

市：五南。 

周文賢、張欽富（2000）。聯合分析在產品設計之運用（初版）。臺北市：華

泰文化。 

香港研究協會（2007）。市民對香港發展社會企業的意見調查。2018 年 5 月 25

日，取自：http://www.rahk.org/research/research01.asp#260 

祝鳳岡（2011）。政策行銷與形象管理。2018 年 5 月 25 日，取自：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7&ved

=0ahUKEwjPoMbzmaraAhUHGpQKHeXhCRsQFghRMAY&url=http%3A%2F

%2F203.72.236.13%2Fann%2Fdownload.php%3Fdpid%3D4%26duid%3D12%26

dfn%3D100YD01466-03.pdf&usg=AOvVaw3cQnVVdItgvDDvOYuq4IqW 

范懿文、方毓賢、蔡明峰（2012）。探討綠色產品消費意願：環保標章之調節效

果。電子商務學報，14(2)，257-280。 

 



 

140 

洪綾君、鄭敏惠（2009）。災難防救政策行銷工具使用之研究。2009 年 5 月 23

日發表於台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TASPAA）。高雄：中山大

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高培修（2005）。行銷公關在都市行銷推廣中之運用研究─以安平港國家歷史

風景區為例。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高雄市政府（2015）。2015 社會企業國際研討會。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www.kvc.org.tw/action/430 

高雄市政府（2016）。「農夫市集 X 友善土地」講座。2018 年 5 月 20 日，取

自：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03079.aspx#.WtLNA633U0o 

桃園市政府（2016）。2016 社會型企業青年論壇。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s://www.tycg.gov.tw/ch/home.jsp?id=9&parentpath=0,1&mcustomize=multim

essage_view.jsp&dataserno=201608250002&aplistdn=ou=news,ou=chinese,ou=ap

_root,o=tycg,c=tw&toolsflag=Y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2017）。社企學堂講座。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tycsbc/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2016）。台中社企力。2018 年 5 月 19 日，取自：

http://se-taichung.com.tw/index.php 

翁興利（2004）。政策規劃與行銷。臺北市：華泰。 

陳品如（2014）。產品屬性、參考群體、涉入程度與消費者購買決策之研究－

以海洋深層水為例。國立高雄大學亞太工商管理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

版，高雄市。 

陳春玟（2012）。台灣精緻農業政策行銷之分析—以彰化縣葡萄產業為例。私

立南華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縣。 

陳素秋（2011）。臺灣主體性教育之研究：政策與行銷。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

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博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141 

陳偉良（2015）。社會企業行銷策略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

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陳敦源（2004）。政府公共關係與政策行銷。2018 年 5 月 25 日，取自：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6&ved

=0ahUKEwjPoMbzmaraAhUHGpQKHeXhCRsQFghMMAU&url=http%3A%2F

%2Fnewdoc.nccu.edu.tw%2Fteasyllabus%2F103664206901%2F93(1)PPMarketin

gPPT.PPT&usg=AOvVaw2Y75RR1EIuTzpn6hWo1HWR 

黃上晏、潘冠妘、黃哲悠（2015）。社會企業的經營模式探討－以臺灣主婦聯盟

生活消費合作社為例。管理資訊計算，4(2)，221-234。 

黃俊英（2002）。行銷學的世界。臺北市：天下遠見出版公司。 

黃美鑫（2016）。手工餅乾產品屬性、價格認知及購買意願研究。南華大學文

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文創行銷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縣。 

黃德舜、鄭勝分、陳淑娟、吳佳霖（2014）。社會企業管理。新北市：指南書局。 

張世賢（2002）。電子化政府的政策行銷。國政研究報告 2002 年 5 月 23 日。

臺北市：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傅岳邦、高文彬（2008）。全球環境政策行銷趨勢下我國公務人員考試的變

革。考銓季刊，55，142-159。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4）。社會企業發展案例影片。2018 年 5 月 20 日，

取自：

https://www.wda.gov.tw/News_Video.aspx?n=052449DD01A26E24&sms=814C

D56C546106F1&page=2&PageSize=15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5a）。104 年社會企業論壇暨觀摩參訪活動。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s://se.wda.gov.tw/Activity/Details/110?ActivityType=Recent 

 



 

142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5b）。【行政院開麥啦】用愛創業 X 翻轉世界-談政

府如何推動社會企業。2017 年 12 月 16 日，取自：

https://se.wda.gov.tw/Activity/Details/115?ActivityType=Recent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5c）。社會經濟入口網。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s://se.wda.gov.tw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6a）。「2016 公益 x 良品」好物市集。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https://se.wda.gov.tw/Activity/Details/164?ActivityType=Recent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6b）。2016 社企月市集活動。2018 年 5 月 20 日，取

自：

https://www.wda.gov.tw/News_Photo.aspx?n=9823FDDC1781537C&sms=2700D

BB54D74FF1C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6c）。2016 社會企業國際座談會。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https://se.wda.gov.tw/Activity/Details/164?ActivityType=Recent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6d）。英國社會企業成長經驗分享會。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https://se.wda.gov.tw/Activity/Details/157?ActivityType=Recent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6e）。2016 社會企業發展國際論壇。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s://www.wda.gov.tw/News_Photo.aspx?n=9823FDDC1781537C&sms=2700D

BB54D74FF1C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7a）。2017 創新創業在地起飛 社會企業展售市集。

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s://thmme.wda.gov.tw/cht/index.php?code=list&flag=detail&ids=9&article_id

=512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7b）。2017 社會企業在台灣。2018 年 5 月 20 日，取

自：https://se.wda.gov.tw/Article/Details/126?articletype=2&menuid=4 

 



 

143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8）。臺灣在地就業—社會企業小旅行。2018 年 1 月

30 日，取自：https://www.accupass.com/event/1803310611491074227302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2016）。「愛在多元 幸福綿延」大型聯合行

銷活動。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s://se.wda.gov.tw/Activity/Details/164?ActivityType=Recent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2017）。田中好事集 社企小旅行－社企參訪

活動。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s://www.aplustart.org.tw/news/news.aspx?id=6JHAr%2FexjkQ%3D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2015a）。多元社企 夢想未來_好物市

集。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s://se.wda.gov.tw/Activity/Details/102?ActivityType=Recent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2015b）。2015 社企月活動-社企美食

大團圓。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s://se.wda.gov.tw/Activity/Details/107?ActivityType=Recent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2016）。2016 社企嘉年華。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s://se.wda.gov.tw/Activity/Details/164?ActivityType=Recent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2017a）。2017「築夢踏實 社企心生

活」社企愛市集。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s://se.wda.gov.tw/Activity/Details/323?ActivityType=Recent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2017b）。2017 社會企業交流會-社企

實務 X 專家指路。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s://se.wda.gov.tw/Activity/Details/321?ActivityType=Recent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2016a）。2016 創新創業˙創造好生活－社

企微市集（伴手禮市集）。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s://se.wda.gov.tw/Activity/Details/63?ActivityType=Recent 

 



 

144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2016b）。2016 社會企業與科技創新國際研

討會。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s://se.wda.gov.tw/Activity/Details/149?ActivityType=Recent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2017）。2017 高齡不老 銀髮樂活 - 社會企

業國際分享會。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s://se.wda.gov.tw/Activity/Details/353?ActivityType=Recent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2016）。社會企業論壇暨觀摩活動。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s://se.wda.gov.tw/Activity/Details/164?ActivityType=Recent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2017）。2017 社會創業國際論壇暨工作

坊。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s://se.wda.gov.tw/Activity/Details/331?ActivityType=Recent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2015）。2015 社會企業國際論壇-「農 X 設

X 企」。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s://se.wda.gov.tw/Activity/Details/112?ActivityType=Recent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2016）。社會企業市集。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https://se.wda.gov.tw/Activity/Details/164?ActivityType=Recent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2017）。106 年度社會企業 360°－創見與實

踐國際論壇。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s://socialenterprise2017.weebly.com 

楊政學、林靖亞（2013）。消費者綠色消費行為意向之研究。明新學報，39(2)，

219-232。 

經濟部（2015）。2015 社會企業產品型錄。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purchase.web.nthu.edu.tw/files/16-1029-100827.php 

經濟部（2016）。2016 社會企業產品型錄。2017 年 1 月 31 日，取自：

https://sme.moeasmea.gov.tw/startup/modules/se/resources/se_book.pdf 

 

https://sme.moeasmea.gov.tw/startup/modules/se/resources/se_book.pdf


 

145 

經濟部（2018）。2018 社會企業市集。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s://www.tomorrowasia-2018apses.com/introduction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15）。青年創業圓夢網。2018 年 5 月 19 日，取自：

https://sme.moeasmea.gov.tw/startup/modules/se/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16a）。2016-10-18-盤點社會企業行動方案 103-105 年現

行執行成效。2018 年 5 月 25 日，取自：https://speakerdeck.com/audreyt/2016-

dot-10-dot-18-tui-dong-she-hui-qi-ye-zhi-xing-bao-gao 

經濟部中心企業處（2016b）。【多元購好玩】粉絲團《社企知識擂臺－有獎徵

答》。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s://se.wda.gov.tw/Article/Details/124?articletype=2&menuid=4 

經濟部中心企業處（2016c）。社會企業產品與服務鑑賞媒合會。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https://www.txa.com.tw/single-post/社會企業 

經濟部中心企業處（2017）。社企良品美好生活大晉級全民採購運動。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s://sme.moeasmea.gov.tw/startup/modules/calendar/detail/?sId=1358 

經濟部（2018）。2018 亞太社會企業高峰會。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s://www.tomorrowasia-2018apses.com 

臺中市政府（2017a）。社企資源分享會：認識社企業師與交流。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http://se-taichung.com.tw/article.php?id=562 

臺中市政府（2017b）。台中市社會企業觀摩-好好聚落 x 樹合苑 x 羅布森。

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http://www.se-taichung.com.tw/article.php?id=154 

臺北市政府（2012）。2012 社會企業國際研討會。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s://www.se.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90722FC954FC8850&sms=665

B30F5DEAEE3A9&s=1E7F8E86576A011F 

臺北市政府（2013）。2013 亞洲身心障礙者就業模式 ~ 社會企業實務研討

會。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https://www.web-

 



 

146 

fd.taipei/2013s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id=11&Itemid=

121 

臺北市政府（2015a）。臺北社企館（臺北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大樓）簡介。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www.fd.gov.taipei/ct.asp?xItem=111230112&ctNode=67088&mp=116053 

臺北市政府（2015b）。臺北市身障就業社會企業網。2018 年 5 月 20 日，取

自：http://www.se.gov.taipei 

臺北市政府（2018）。107 年度庇護工場及社會企業職場健康管理活動。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

https://www.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F0DDAF49B89E9413&sms=72544

237BBE4C5F6&s=80F916CE6E594D74 

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2015a）。社會企業案例分享。2017 年 12 月 15

日，取自：

https://fd.gov.taipei/News.aspx?n=33AD377CE79CDD67&sms=777D61CE7A1E

E646 

臺北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2015b）。另一種思考（電子書）。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http://www.fd.gov.taipei/public/Attachment/631510493173.pdf 

蔡文玲、洪馨蓮（2016）。以 SEM 探討消費動機與顧客關係管理對顧客終身價

值的影響－以芳療消費者為例。正修學報，29，101-115。 

蔡玉萍（2002）。產品屬性與行銷策略對採用顧客關係管理系統之研究。佛光人

文社會學院資訊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宜蘭縣。 

蔡佩玲（2008）。應用整合行銷傳播及政策行銷經營六堆地區客家文化創意產業

之研究。美和技術學院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屏東縣。 

蔡慧君、歐佳齡、童嘉為、李繼平、黃月女、林弘祥（2013）。強化政府機關政

策行銷作法之探討-以臺北市政府推動「助妳好孕」為例。T&D 飛訊，162，

1-16。 

 



 

147 

魯炳炎（2007）。政策行銷理論意涵之研究。中國行政，78，31-53。 

劉清屏（2015）。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經營管理之研究~政策行銷之觀點。南華大

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亞太研究碩士班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縣。 

劉華宗、楊清媚（2015）。臺中市圖書資訊中心推動「閱讀起步走．親子悅讀營」

之政策行銷與成效探討。臺北市立圖書館館訊，33(2)，35-53。 

聯合報系願景工程（2015）。品質至上 社企商品才能維繫消費力。2018 年 5

月 25 日，取自：http://vision.udn.com/vision/story/7900/781654 

盧泓（2015）。104 年雲嘉南區社會企業創新創業提案競賽說明會 X 社企經歷

分享。2018 年 5 月 20 日，取自：http://luhong.pixnet.net/blog/post/67620768-

%5B 

戴秀嬌（2009）。消費者對社會企業認知、消費動機與滿意度之研究－以喜憨兒

社會福利基金會為例。國立中山大學國際經營管理碩士班論文，未出版，高雄

市。 

鍾庭耀（2009）。香港市民對社會企業認知程度意見調查。2018 年 5 月 25

日，取自：

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report/socialEnterprise09/index.html 

謝文雀（2001）。消費者行為學第二版。臺北市：華泰出版。 

謝廣全、謝佳懿（2010）。SPSS 與應用統計學。臺北市：巨流。 

謝耀霆（2010）。台北市節能減碳政策之研究：以政策行銷角度分析。開南大

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桃園市。 

藍文佑（2010）。「善因動機」對「對社會企業的認同」之影響－兼論「對社會

企業之知識與理解」之中介效果。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

版，新北市。 

魏文欽、柯玉鳳（2008）。消費態度與綠色消費者行為因果關係之實證研究。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SREL，1(1)，23-42。 

 



 

148 

魏淑惠（2016）。政府推動認養代替購買寵物之政策行銷分析。中華大學行政管

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市。 

羅文坤（1986）。行銷傳播學。臺北市：三民書局。 

蘇偉業（2007）。政策行銷：理論重構與實踐。中國行政評論，16(1)，1-34。 

 

二、外文部分 

Alter, K. (2007). Social Enterprise Typology, Virtue Ventures. May 30, 2018, 

Available from, http://www.4lenses.org/setypology/prolog 

Balderjahn, L. (1988). Personality Variables and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as Predictors 

of Ecologically Responsible Consumption Pattern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7, 51-56. 

Baron, R. M. and Kenny, D. A. (1986).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6), 1173-1182. 

Blackwell, Roger D., Paul W. Miniard and James F. Engel (2001). Consumer Behavior, 

Ninth Edition. Ohio, Mike Roche. 

Burstiner, I. (1991). Basic retailing, 2nd. Homewood, Irwin, Illinois. 

Buurma, Hans (2001). Public Policy Marketing: Marketing Exchange in the Public 

Sector.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35(11), 1287-1300.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2002). Social Enterprise: A Strategy for Success. 

May 30, 2018, http://www.faf-

gmbh.de/www/media/socialenterpriseastrategyforsucess.pdf 

Doherty, B., Foster, G., Mason, C., Meehan, J., Meehan, K., Rotheroe N. and Royce M. 

(2009). Management for Social Enterprise. London, UK SAGE Publications Ltd. 

 



 

149 

Hanson, W. A. (2000). Principles of Internet Marketing. Ohio：South-Western College 

Publishing. 

Jamal, A., Davies, F., Chudry, F. and Al-Marri, M. (2006). profiling consumers: A 

study of Qatari consumers’ shopping motivations. Journal of Retailing and 

Consumer services, 13, 67-80. 

Kotler. Philip. (1996). Marketing management: Analysis,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and Control (7th ed.). New Jersey, NJ: Prentice Hall. 

Kotler, P. and Armstrong, G. (1991). Principles of Marketing (5th ed.). NJ: Prentice-

Hall. 

Kotler, P. and N. Lee (2007). Marketing in the Public Sector. Upper Saddle River, 

NewJersey: Wharton School. 

Lafferty, B.A., Goldsmith, R.E. and Newell, S.J. (2002). The dual credibility model: 

the influence of corporate and endorser credibility on attitudes and purchase 

intentions. Journal of Marke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10(3), 1-12. 

Liang, T.P. and Huang, J.S. (1998). An Empirical Study on Consumer Acceptance of 

Products in Electronic Markets: A Transaction Cost Mode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24, 29-43. 

Maslow, A. H. (1970).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Nunnally, J. C. (1978). Psychometric Theory. New York: McGraw-Hill. 

Ono, A., Nakamura, A., Okuno. A. and Sumikawa, M. (2012). Consumer Motivations 

in Browsing Online Stores with Mobile Devi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16(4), 153-177. 

Peterson, R. A., Balasubramanian, S. and Bronnenberg, B. J. (1997). Exploring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Internet for Consumer Marketing.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25(4), 329-346. 

 



 

150 

Phau, I. and S. M. Poon (2000).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types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purchased over the internet. Internet Research: Electronic Networking Applications 

and Policy, 10(2), 102-113. 

Richardson, P. S., Dick, A. S. and Jain, A.K. (1994). Extrinsic and Intrinsic Cue 

Effects on Perceptions of Store Brand Quality. Journal of Marketing, 58(4), 28-36. 

Sargeant, A. (1999). Marketing Management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Oxford: Ox-

ford University Press. 

Snavely, K. (1991). Marketing in the Government Sector: A Public Policy Model. 

Ameri- 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1(4), 311-326. 

Stanton, William J. and Etzel, Michael J. (1991). Fundamentals of Marketing (9th ed., 

168). New York, NY: McGraw-Hill. 

Stecker, M. J. (2016). Awash in a Sea of Confusion: Benefit Corporations, Social 

Enterprise, and the Fear of ‘Greenwashing’. Journal of Economics Issues, 2, 373-

381. 

Sulewski, T., Dzombak, R., Bell, C. and Mehta, K. (2012). A systemic and systematic 

Assessment Methodology for technology-based social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Service Learning in Engineering, 7(2), 13-34. 

Swan, J. E. and Combs, L. J. (1976). Product Performance and Consumer 

Satisfaction: A New Concept. Journal of Marketing, 40, 25-33. 

Swanson, K. K. and Horridge, P. E. (2004). A structural model for souvenir 

consumption, travel activities, and tourist demographics.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42(4), 372-378. 

Tauber, E.M. (1972). Why do people shop. Journal of Marketing, 36(4), 46-49. 

Tran, T. P. and Fabrize, R. O. (2013). The effect of the foreign brand on consumer 

perception. Journal of Marketing Development and Competitiveness, 7(2), 23-36. 

 



 

151 

Wilkie, William L. (1990). Consumer Behavior, 2nd Edi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Zeithaml, V. A. (1988). Consumer perceptions of price, quality, and value: A means-

end model and synthesis of evidence. Journal of Marketing, 52, 2-22. 

  

 



 

152 

 

 

  

 



 

153 

附錄一  社會企業產品型錄 

 

 

 

 



 

154 

類別 社會企業 產品 

食農創新 

友聚生機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產品：青梅食品-輕梅飲、梅好人生尊榮組

禮盒、無比梅好養生組禮盒 

營業項目： 

•農產品零售業 

•食品什貨批發業 

•農作物栽培業 

•食品什貨、飲料零售業 

•蔬果批發業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

制之業務 

文湯股份有限公

司 

產品：茶葉-講茶半斤禮盒、講茶公益禮

盒、奇萊山芽心茶包 

營業項目： 

• 茶葉販賣 

• 茶葉課程 

• 茶企業輔導 

• 茶企業員工訓練 

• 茶產業相關活動 

• 茶葉國內外深度之旅 

• 茶產業研討會 

好食機農食整合

有限公司 

產品：烘培食品-無麩質米蛋糕、圓滿如意

花生糖、天然糙米餅乾 

營業項目： 

• 協同創立臺灣本土穀物烘焙品牌「看天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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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社會企業 產品 

• 社區菜市長共同購買 

• 食農教育 

• 推動小生產者自主食安管理 

里仁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 

產品：里仁文旦柚茶、里仁文旦柚酥、里

仁文旦柚吸凍 

營業項目： 

• 農產品 

• 商品及日用品 

• 佛教文物批發 

• 零售 

呷米友善環境有

限公司 

產品：蔬食外燴、醬烤大總匯、繽紛豆漿

系列 

營業項目： 

• 午晚餐、下午茶、農產（生鮮、加工）

品販售、外燴服務、場地租借 

幸福良食有限公

司 

產品：青仁黑豆醬油、青仁黑豆水、新纖

柚皮糖 

營業項目： 

• 農業產品：雜糧生產（小米、地瓜粉、

黑豆醬油、番茄汁等） 

• 電子商務平臺：臺灣青農農產品行銷平

臺 

• 農食教育：農場體驗課程規劃 

幸福果食股份有

限公司 

產品：農產、餐飲 

營業項目： 

 



 

156 

類別 社會企業 產品 

幸福果食為國內第一家以服務型農業切入

產業的團隊，以農村為主要活動場域，運

用大自然的基底，以藝術策展於農村舉辦

各類農產產地的戶外餐會，以食農、文

化、教育、心靈、美學、創作等元素，將

農村的美好傳遞給都會區的消費者。營運

項目包括： 

• 餐飲服務類：花果野食趣、Replace行動

餐車、麻豆文旦樹餐廳 

• 年度節慶類：江山里投影藝術祭、三星

大地藝術祭、外埔葡萄酒節、三星插秧、

割稻祭、東石外傘頂洲漂流祭、麥田圈藝

術節 

• 工藝教育類：手工掃把學校、製茶師學

校 

• 社區旅遊類：布袋Running man、梅花

社區粉筆彩繪 

• 農產銷售類：幸福回頭車 

• 空間場域類：三星稻田裡的辦公室、稻

田裡的大學堂 

社企一起幫股份

有限公司 

產品：「返。香」禮盒、「伴。桌」禮盒 

營業項目： 

• 電商平臺 

• 禮盒開發 

• 專案合作 

 



 

157 

類別 社會企業 產品 

喜願行 產品：喜願全麥麵條、喜願苑裡福壽麵

線、喜願小麥醇汁 

營業項目： 

• 作物栽培服務業 

• 糧商業 

• 食品什貨批發業 

• 烘焙食品銷售業 

• 製粉業 

雅域全球股份有

限公司 

產品：食材-東風永安石斑魚、東風多穀

飲、東風三寶米 

營業項目： 

•研發生產與批發零售「必要、純淨、滋

養」的食材 

福山農莊有限公

司 

產品：臺灣在地白蝦-女兒蝦、米爺爺有機

轉型期糙米麵 

營業項目： 

• 農作物栽培業、作物栽培服務業 

• 特用作物栽培業、農產品整理作業 

• 蔬果批發業、其他農業 

• 其他農、商、水產品批發業 

• 農產品零售業、其他農畜水產品零售業 

慕渴股份有限公

司 

產品：鮮乳坊豐樂鮮乳、鮮乳坊嘉明鮮乳 

營業項目： 

• 鮮奶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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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社會企業 產品 

鄰鄉良食股份有

限公司 

產品：高山水蜜桃、有機蔬菜、蜂蜜柚子

茶 

營業項目： 

• 農作物栽培業、蔬果批發業 

• 農產品零售業、管理顧問業 

木人艸有限公司 產品：外燴服務 

營業項目： 

• 「在地食材餐桌文化」之外燴服務 

• 「活動策展」以植物、工藝、美學作為

策展主軸，彰顯自然資材之可用性與在地

文化脈絡 

• 「食農教育課程」之臺灣水果地圖、植

物味覺美學 

喜歡多元文化股

份有限公司 

產品：豐味手作果醬、豐味愛文芒果干、

鶴岡文旦 WIROK 

營業項目： 

• 產品以臺灣新鮮水果為主，禮盒訂購與

實體零售。同時加上小農生產的二三級產

品，果乾、果醋、酵素等 

• 以實體店面提供消費者體驗優質水果的

差異性。提供消費現切水果與果汁飲料，

以及零售小農水果相關產品 

• 網路行銷小農果品，透過網路行銷銷售

水果禮盒，附加上設計包裝與故事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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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社會企業 產品 

社區發展／

文化保存 

到陣來喲有限公

司 

產品：真皮帆布電腦公事包、親子真皮帆

布後背包、真皮帆布防水旅行護照包手機

套 

營業項目： 

• 帽子 

• 包包 

• 圍裙 

• 衣著 

• 文具雜貨 

耕山農創股份有

限公司 

產品：茶葉、導覽-番庄茶、酸柑茶、農村

小旅行 

營業項目： 

• 地方深度旅行 

• 在地食材餐點 

• 在地農特產品 

教育學習 

愛一家親社會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三元及第禮盒、事事如意禮盒、月

兔天寶禮盒 

營業項目： 

• 堅果類產品、核桃糕、牛軋糖 

• 椰棗類產品、有機薑類產品及鳳梨酥 

就業促進 

大智文創志業有

限公司 

產品：大誌雜誌 

營業項目： 

• 雜誌期刊出版業 

• 一般廣告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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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社會企業 產品 

众社企股份有限

公司 

產品：科技服務-友善教育、城市友善雲

APP 

營業項目： 

•研發建置和技術授權各種智慧城市無障

礙友善資訊、雲端平臺與行動引導科技 

第一社會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產品：清潔服務 

營業項目：  

• 物業管理 

• 專業清潔服務（包含大樓清潔、洗地打

蠟、園藝與綠美化、病媒防治與外牆清

洗） 

慢飛兒社會企業

有限公司 

產品：慢飛兒公平貿易咖啡禮盒、慢飛兒

咖啡柿染袋組、慢飛兒單品咖啡豆 

營業項目： 

• 產品：公平貿易咖啡、奶茶、紅茶、社

企合作商品 

• 服務：零售、批發、公平貿易咖啡廳、

公平貿易愛的茶水間、包裝代工、弱勢家

庭創業計畫 

公平貿易 

生態綠股份有限

公司 

產品：公平貿易咖啡豆、公平貿易茶水

間、阿拉比卡咖啡掛耳包 

營業項目： 

• 公平貿易產品販售：咖啡豆、咖啡掛耳

包、有機南非國寶茶、可可粉、椰子油蔗

糖、果醬、巧克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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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社會企業 產品 

• 咖啡店輔導開業 

• 公平貿易茶水間 

環境保護 

八百金股份有限

公司 

產品：東方美人 35 克經典鐵盒、經典禮盒

（文山包種+ 蜜香紅茶）、文山包種 120 

克經濟包 

營業項目： 

• 採購茶葉 

• 銷售茶品 

• 茶學體驗活動 

大愛感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產品：服務、配件-慈悲科技系列、傳薪-敬

默系列、R2R 系列 

營業項目： 

• 傳薪系列（中國風服飾） 

• 慈悲科技（賑災／備災） 

• 修賢（休閒）系列服飾 

• 禮讚心生活（伴手禮） 

• R2R 系列（RecycleToRecycle） 

吉名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 

產品：紫馨膏、深海紅藻緊緻面膜、水嫩

精靈手工皂 

營業項目： 

• 天然有機護膚保養品、嬰兒孕婦銀髮族

特殊護膚品與清潔用品、手工皂 

• 精油按摩露、眼霜、面膜、身體乳、護

手乳、精華油、卸妝油、化妝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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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社會企業 產品 

醫療照護 

台灣健康宅配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免費慢性連續處方箋宅配、長照機

構藥事服務 

營業項目： 

• 免費慢性連續處方箋宅配 

• 長照機構藥事服務 

瑪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產品：瑪帛英雄計畫、瑪帛秘書服務、瑪

帛任意門 

營業項目： 

• 電子科技 

• 服務業 

• 高齡照護 

其它 

本立自然良品有

限公司 

產品：棉樂悅事工坊、ANANDA 蕁麻系

列、ANANDA 一木一盒系列 

營業項目： 

• 友善環境生活商鋪：推廣自然的生活用

品，分享永續生活的價值與理念（布衛生

棉、蕁麻披肩、圍巾、植物染服飾、友善

環境經清潔用品） 

• 創意生活美學手作工作坊：透過雙手實

踐，創造溫暖生活小物 

• 不定期心靈工作坊：給身心一個空間歇

息、沉澱，找回生命的力量 

• 音樂、舞蹈、分享會等實驗性活動 

以立股份有限公

司 

產品：風啟雲勇計劃、柬單生活計劃、尼

式傳奇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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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社會企業 產品 

營業項目： 

• 國內外志工計劃：臺灣、柬埔寨、內蒙

古、緬甸、尼泊爾、雲南、泰國、印度 

• 企業教育訓練：以立是臺灣第一家能夠

提供完整志工服務規劃，達成教育訓練的

社會企業。合作夥伴包括，勤業眾信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星展銀行、貝萊德、美亞

產物保險、美敦力公司、太平洋房屋、肯

夢AVEDA 

究心公益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產品：究平安 APP、狼來密枝羊逃 

營業項目： 

• 資訊軟體零售業 

• 資訊軟體服務業 

• 資料處理服務業 

•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 管理系統驗證業 

• 其他顧問服務業 

• 軟體出版業 

• 網路認證服務業 

•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

制之業務 

社企流股份有限

公司 

產品：社企力、課程工作坊 

營業項目： 

• 網站內容 

• 活動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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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社會企業 產品 

• 育成陪伴 

• 企業CSR專案 

• 研究計劃 

社會網絡股份有

限公司 

產品：電子商務平台、鮮奶凍捲、香草茶 

營業項目： 

• 公益群眾募資 

• 社企產品代理 

• 理念商品研發 

愛樂活股份有限

公司 

產品：電子報自動化行銷服務、iSeeYou 

農產品行銷平台、志工媒合平台 

營業項目： 

• 產品：志工媒合平臺公文打卡系統、個

案管理系統、會員管理系統、活動投票系

統、電子報管理系統、多語系官網系統、

農業訂單管理系統、課程報名管理系統 

• 服務：資訊顧問服務、行銷教練服務、

農業產銷服務、企業社會責任專案管理服

務、行銷商機自動化育成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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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專家效度問卷 

第一部分 消費動機 

問卷構面、題項 
專家建議 

保留 刪除 修正意見 

好奇

與體

驗 

好奇心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

我對這家社會企業感到好奇 

1.00 0.00 無意見。 

新鮮感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

我想要嘗試不同的事物 

1.00 0.00 無意見。 

知名度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

這家企業的知名度 

1.00 0.00 無意見。 

實用

動機 

例行性消

費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

我平常就有購買這類型產品

的習慣 

1.00 0.00 無意見。 

需求性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

我覺得這裡的產品符合我的

需要 

1.00 0.00 無意見。 

方便性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

我覺得到這裡消費很方便 

1.00 0.00 林崇偉：到這

裡？很怪吧？如

果是網路？或者

服務企業的社

企？建議把「到

這裡」刪除。 

服務態度

佳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

我覺得這裡的服務態度好 

1.00 0.00 林崇偉：不一定

有”這裡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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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構面、題項 
專家建議 

保留 刪除 修正意見 

務。 

道德

動機 

幫助特定

對象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

我想要幫助弱勢族群 

1.00 0.00 吳明珠：從事社

會企業者並非是

標榜弱勢族群，

建議修改弱勢族

群名稱。 

胡哲生：我購買

社會企業產品是

因為我覺得自己

也應該為弱勢盡

點力。 

社會關懷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

我關心弱勢族群 

1.00 0.00 吳明珠：從事社

會企業者並非是

標榜弱勢族群，

建議修改弱勢族

群名稱。 

表達愛心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

我想要表達愛心 

1.00 0.00 無意見。 

同情心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

我同情弱勢族群 

1.00 0.00 吳明珠：從事社

會企業者並非是

標榜弱勢族群，

建議修改弱勢族

群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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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構面、題項 
專家建議 

保留 刪除 修正意見 

道德良知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

這是社會企業開立的店 

1.00 0.00 無意見。 

訴諸行動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

我想要訴諸行動改變社會 

1.00 0.00 無意見。 

人際

互動 

親友推薦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

親朋好友們的推薦 

1.00 0.00 無意見。 

增進人際

關係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

我想認識新朋友 

1.00 0.00 林崇偉：哪一種

新朋友？社企

類？同好類？ 

增加社交

經驗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

我想跟社會企業的經營者或

員工認識、互動 

1.00 0.00 無意見。 

成就

感與

自我

實現 

了解服務

對象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

我想要與社會企業的服務對

象有多一些的接觸與了解 

1.00 0.00 無意見。 

自我表達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

我想要以消費方式表達對社

會企業的支持 

1.00 0.00 無意見。 

自我能力

展現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

我想表示我有能力幫助別人 

1.00 0.00 無意見。 

認同理念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

我認同這家社會企業的理念 

 

1.00 0.00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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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構面、題項 
專家建議 

保留 刪除 修正意見 

自我實現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

我覺得來這裡消費可以滿足

自己的需要，又可以幫助別

人 

1.00 0.00 林崇偉：來這

裡，同上。 

胡哲生：”滿足

自己的需要”，

又可以”幫助別

人”，是雙重問

題選項，問句應

單一性。 

 

第二部分 產品屬性 

問卷構面、題項 
專家建議 

保留 刪除 修正意見 

基本

屬性 

價格 我因為產品的價格符合我的

需要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郭耀昌：”符合

我的需要”建議

修正為”合理”，

文意比較清楚。 

胡哲生：比較少

見，一般都是因

為工業品的比較

而有價格疑問，

不會因為符合而

買，是因為可

以”接受”而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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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構面、題項 
專家建議 

保留 刪除 修正意見 

品牌名稱 我因為品牌名稱所以購買社

會企業產品 

1.00 0.00 無意見。 

品質 我因為產品的品質所以購買

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無意見。 

包裝 我因為產品的包裝所以購買

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無意見。 

功能 我因為產品的功能所以購買

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無意見。 

選擇性 我因為產品的種類多樣化所

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無意見。 

獨特性 我因為產品的獨特性所以購

買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無意見。 

名人代言 我因為產品是名人代言所以

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謝邦俊：不認

同，未列不刪除

是因為這也是一

種意見，無須刪

除。 

公益

屬性 

環境友善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

我覺得可以帶來環境保護 

1.00 0.00 郭耀昌：建議

將”帶來”修為 ”

落實”。 

社會友善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

我覺得有益於社會弱勢族群 

1.00 0.00 吳明珠：從事社

會企業者並非是

標榜弱勢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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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構面、題項 
專家建議 

保留 刪除 修正意見 

建議修改弱勢族

群名稱。 

社會價值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

我覺得可以實踐社會價值 

1.00 0.00 無意見。 

 

第三部分 政策行銷工具 

問卷構面、題項 
專家建議 

保留 刪除 修正意見 

廣告 DM 廣告 我因為政府的 DM 廣告所以

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無意見。 

雜誌廣告 我因為政府的雜誌廣告所以

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無意見。 

電視廣告 我因為政府的電視廣告所以

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無意見。 

社群廣告 我因為政府的社群廣告

（如：FaceBook、Line）所

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無意見。 

廣播 我因為政府的廣播所以購買

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無意見。 

部落客 我因為政府透過部落客介紹

的訊息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

品 

 

1.00 0.00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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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構面、題項 
專家建議 

保留 刪除 修正意見 

活動 展售活動 我因為政府舉辦的展售活動

（如：市集、嘉年華活動）

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吳明珠：嘉年

華、市集活動

相近可合併。 

會議 我因為政府舉辦的會議

（如：講座、論壇、研討

會、座談會）所以購買社會

企業產品 

1.00 0.00 陳定銘：結合

論壇或研討會

活動。 

吳明珠：研討

會、講座、論

壇、座談會意

思很相近可合

併。 

參訪活動 我因為政府舉辦的社會企業

觀摩參訪活動所以購買社會

企業產品 

1.00 0.00 無意見。 

公共

關係 

電視新聞 我因為電視新聞報導所以購

買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無意見。 

報紙報導 我因為報紙報導所以購買社

會企業產品 

1.00 0.00 無意見。 

網路新聞 我因為網路新聞報導所以購

買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無意見。 

出版

品 

書籍 我因為政府出版的社會企業

書籍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0.88 0.12 詹佳芬：刪

除，政府很少

有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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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構面、題項 
專家建議 

保留 刪除 修正意見 

電子書 我因為政府出版的社會企業

電子書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

品 

0.88 0.12 詹佳芬：刪

除，政府很少

有出版品。 

產品型錄 我因為政府出版的社會企業

產品型錄所以購買社會企業

產品 

1.00 0.00 無意見。 

網站

平台 

宣導影片 我因為政府宣導影片所以購

買社會企業產品 

0.88 0.12 詹佳芬：刪

除，政府很少

有。 

網站平台 我因為政府網站的訊息所以

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1.00 0.00 無意見。 

電子報 我因為政府電子報所以購買

社會企業產品 

0.88 0.12 詹佳芬：刪

除，政府很少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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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預試問卷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這是一份學術研究的前測問卷，目的是在了解問卷的內容是否確實傳達正

式研究的意涵。本問卷採匿名方式作答，所有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之用，您可以

放心依真實感受作答。由衷感謝您的協助，謝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 

 指導教授：鄭勝分 博士 

研 究 生：謝思亭 敬上 

第一部分 消費動機 

題項 

請依據題項選擇您認同的強度， 

1 是最弱，5 是最高。 

1 2 3 4 5 

1.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對這家社會企業

感到好奇 
□ □ □ □ □ 

2.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嘗試不同的

事物 
□ □ □ □ □ 

3.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這家企業的知名度 □ □ □ □ □ 

4.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平常就有購買這

類型產品的習慣 
□ □ □ □ □ 

5.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產品符合我

的需要 
□ □ □ □ □ 

6.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消費很方便 □ □ □ □ □ 

7.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服務態度好 □ □ □ □ □ 

8.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幫助特定對

象(如街友、新移民、身障者、原住民等) 
□ □ □ □ □ 

9.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關心特定對象(如

街友、新移民、身障者、原住民等) 
□ □ □ □ □ 

10.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表達愛心 □ □ □ □ □ 

11.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同情特定對象

(如街友、新移民、身障者、原住民等) 
□ □ □ □ □ 

12.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這是社會企業開立

的店 
□ □ □ □ □ 

 



 

174 

題項 

請依據題項選擇您認同的強度， 

1 是最弱，5 是最高。 

1 2 3 4 5 

13.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訴諸行動改

變社會 
□ □ □ □ □ 

14.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親朋好友們的推薦 □ □ □ □ □ 

15.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認識同好 □ □ □ □ □ 

16.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跟社會企業的

經營者或員工認識、互動 
□ □ □ □ □ 

17.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與社會企業

的服務對象有多一些的接觸與了解 
□ □ □ □ □ 

18.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以消費方式

表達對社會企業的支持 
□ □ □ □ □ 

19.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表示我有能力

幫助別人 
□ □ □ □ □ 

20.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認同這家社會企

業的理念 
□ □ □ □ □ 

21.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可以實現我

想要幫助別人的想法 
□ □ □ □ □ 

 

第二部分 產品屬性 

題項 

請依據題項選擇您認同的強度， 

1 是最弱，5 是最高。 

1 2 3 4 5 

1. 我因為產品的價格合理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2. 我因為品牌名稱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3. 我因為產品的品質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4. 我因為產品的包裝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5. 我因為產品的功能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6. 我因為產品的種類多樣化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

品 
□ □ □ □ □ 

7. 我因為產品的獨特性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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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請依據題項選擇您認同的強度， 

1 是最弱，5 是最高。 

1 2 3 4 5 

8. 我因為產品是名人代言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9.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可以落實環

境保護 
□ □ □ □ □ 

10.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有益於社會

特定對象(如街友、新移民、身障者、原住民等) 
□ □ □ □ □ 

11.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可以實踐社

會價值 
□ □ □ □ □ 

 

 

第三部分 政策行銷工具 

題項 

請依據題項選擇您認同的強度， 

1 是最弱，5 是最高。 

1 2 3 4 5 

1. 我因為政府的 DM 廣告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2. 我因為政府的雜誌廣告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3. 我因為政府的電視廣告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4. 我因為政府的社群廣告（如：FaceBook、Line）

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5. 我因為政府的廣播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6. 我因為政府透過部落客介紹的訊息所以購買社

會企業產品 
□ □ □ □ □ 

7. 因為政府舉辦的展售活動（如：市集、嘉年華活

動）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8. 我因為政府舉辦的會議（如：講座、論壇、研討

會、座談會）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9. 我因為政府舉辦的社會企業觀摩參訪活動所以

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10. 我因為電視新聞報導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11. 我因為報紙報導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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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請依據題項選擇您認同的強度， 

1 是最弱，5 是最高。 

1 2 3 4 5 

12. 我因為網路新聞報導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13. 我因為政府出版的社會企業書籍所以購買社會

企業產品 
□ □ □ □ □ 

14. 我因為政府出版的社會企業電子書所以購買社

會企業產品 
□ □ □ □ □ 

15. 我因為政府出版的社會企業產品型錄所以購買

社會企業產品 
□ □ □ □ □ 

16. 我因為政府宣導影片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17. 我因為政府網站的訊息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18. 我因為政府電子報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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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正式問卷 

「社會企業產品消費動機之調查研究」問卷 

親愛的朋友您好： 

     首先，十分感謝您撥冗填寫本研究問卷。這是一份學術性研究問卷，主要

目的在於從社會企業產品消費者之立場，探討消費者購買社會企業產品之消費

動機。本問卷採取不記名的方式，請您仔細閱讀題目後，依據個人經驗詳實填

答，您的寶貴意見只作為學術研究使用，不會移作其他用途，敬請安心填答。

由衷感謝您的協助，謝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 

   指導教授：鄭勝分 博士 

   研 究 生：謝思亭 敬上 

第一部分 消費動機 

題項 

請依據題項選擇您認同的強度， 

1 是最弱，5 是最高。 

1 2 3 4 5 

1.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對這家社會企業

感到好奇 
□ □ □ □ □ 

2.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嘗試不同的

事物 
□ □ □ □ □ 

3.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這家企業的知名度 □ □ □ □ □ 

4.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平常就有購買這

類型產品的習慣 
□ □ □ □ □ 

5.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產品符合我

的需要 
□ □ □ □ □ 

6.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消費很方便 □ □ □ □ □ 

7.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服務態度好 □ □ □ □ □ 

8.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幫助特定對

象(如街友、新移民、身障者、原住民等) 
□ □ □ □ □ 

9.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關心特定對象(如

街友、新移民、身障者、原住民等) 
□ □ □ □ □ 

10.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表達愛心 □ □ □ □ □ 

11.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同情特定對象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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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請依據題項選擇您認同的強度， 

1 是最弱，5 是最高。 

1 2 3 4 5 

(如街友、新移民、身障者、原住民等) 

12.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這是社會企業開立

的店 
□ □ □ □ □ 

13.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訴諸行動改

變社會 
□ □ □ □ □ 

14.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親朋好友們的推薦 □ □ □ □ □ 

15.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認識同好 □ □ □ □ □ 

16.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跟社會企業的

經營者或員工認識、互動 
□ □ □ □ □ 

17.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與社會企業

的服務對象有多一些的接觸與了解 
□ □ □ □ □ 

18.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要以消費方式

表達對社會企業的支持 
□ □ □ □ □ 

19.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想表示我有能力

幫助別人 
□ □ □ □ □ 

20.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認同這家社會企

業的理念 
□ □ □ □ □ 

21.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可以實現我

想要幫助別人的想法 
□ □ □ □ □ 

 

第二部分 產品屬性 

題項 

請依據題項選擇您認同的強度， 

1 是最弱，5 是最高。 

1 2 3 4 5 

1. 我因為產品的價格合理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2. 我因為品牌名稱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3. 我因為產品的品質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4. 我因為產品的包裝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5. 我因為產品的功能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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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請依據題項選擇您認同的強度， 

1 是最弱，5 是最高。 

1 2 3 4 5 

6. 我因為產品的種類多樣化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

品 
□ □ □ □ □ 

7. 我因為產品的獨特性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8. 我因為產品是名人代言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9.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可以落實環

境保護 
□ □ □ □ □ 

10.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有益於社會

特定對象(如街友、新移民、身障者、原住民等) 
□ □ □ □ □ 

11. 我購買社會企業產品是因為我覺得可以實踐社

會價值 
□ □ □ □ □ 

 

 

第三部分 政策行銷工具 

題項 

請依據題項選擇您認同的強度， 

1 是最弱，5 是最高。 

1 2 3 4 5 

1. 我因為政府的 DM 廣告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2. 我因為政府的雜誌廣告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3. 我因為政府的電視廣告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4. 我因為政府的社群廣告（如：FaceBook、Line）

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5. 我因為政府的廣播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6. 我因為政府透過部落客介紹的訊息所以購買社

會企業產品 
□ □ □ □ □ 

7. 因為政府舉辦的展售活動（如：市集、嘉年華活

動）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8. 我因為政府舉辦的會議（如：講座、論壇、研討

會、座談會）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9. 我因為政府舉辦的社會企業觀摩參訪活動所以

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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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 

請依據題項選擇您認同的強度， 

1 是最弱，5 是最高。 

1 2 3 4 5 

10. 我因為電視新聞報導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11. 我因為報紙報導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12. 我因為網路新聞報導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13. 我因為政府出版的社會企業書籍所以購買社會

企業產品 
□ □ □ □ □ 

14. 我因為政府出版的社會企業電子書所以購買社

會企業產品 
□ □ □ □ □ 

15. 我因為政府出版的社會企業產品型錄所以購買

社會企業產品 
□ □ □ □ □ 

16. 我因為政府宣導影片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17. 我因為政府網站的訊息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18. 我因為政府電子報所以購買社會企業產品 □ □ □ □ □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填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