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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對基因改造食品之認知

與接受程度分析
江福松*

呂麗蓉**

一、前言

近年來消費者對基因改造 (Genetically

Modified , GM)

食品的

接受程度和其標示方式的重視聲浪越來越多，特別是在歐盟與日本。
而消費者對 GM 食品接受度的不確定性和標示要求已成為國內或國
際市場的兩股新推動力量 O 因此，瞭解影響 GM 食品消費的因素與其
對農產品質易的引申意涵是很重要且極為迫切的課題。
目前歐美所高度關切的有關 GM 食品諸多議題之中，是否該對

GM 食品適當的加以標示問題?更是引起多方爭執不下。因此 'GM 食
品己成為一項牽涉到生產者、消費者、環境保護、科技研發、甚至貿
易當局的重大議題，它不僅只影響到消費者吃的權利，更是反映出各
國相關決策機關對此項生物技術所必須持有的態度及主張。當 GM 食
品已受到歐美各主要國家廣為討論的同時，台灣消費者似乎對此項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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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產品仍缺乏一定程度的認知 O 因此，有必要進行一項消費者調查，

以瞭解台灣地區消費者對 GM 食品的知識、認知與態度，進而瞭解其
影響消費者選購 GM 食品的因素，並探討影響消費者支持 GM 食品標

示的看法及衡量消費者購買 GM 食品的意願程度 O 換言之，消費者接
受 GM 食品與否決定於 GM 食品和傳統食品的價格水準?消費者接

受 GM 食品與否決定於其所得、教育程度、其他人口變數及資訊來
源?消費者購買 GM 食品的意願決定於食品種頸、及消費者偏好認
知?消費者支持 GM 食品標示與否決定於消費者對含 GM 食品造成
對其健康和環境的風險認知?此外，台灣地區消費者對 GM 食品的認

知與接受程度和其他歐美國家消費者有何差異?上述問題之探討是為
本研究的動機。

二、本研究的特色
由於 GM 食品涉及到生物科技及基因工程等高度科學技術與知
識，加上其發展的時間較為短暫且快速，自然而然地一般民眾對其瞭
解與認識自然有所侷限;此外， GM 食品為國際性議題，不能單純地

被歸屬成為單一國家事件。因此本研究特別考慮到下列特色:
(一)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並行
本研究除擬以電話調查方式進行兩次全台灣地直消費者問卷調查

之外，另於進行電話訪問工作之前，特別舉行 GM 食品焦點團體討論

(Focus Group Discussion)

座談會。焦點團體討論有二項主要目的，

一者進行質性研究，針對特定的討論題綱，以能獲得有關 GM 科技和

食品等方面的深入訪談資料;二者是因為相關生物科技和 GM 食品
的專有名詞語意傳達方面，不論是執行電話訪問工作人員或是一般民

眾，難免較為生疏，透過焦點團體討論的過程，有助於問卷題目的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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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調整與語意詞句上的修飾，使能易於瞭解，應可促進電話訪問進行
的順暢。因此，焦點團體討論的舉行，是為本研究的特色之一 O

(二)引入購買情境模擬

為能瞭解消費者對 GM 食品及非 GM 食品的購買行為，以及能推
估出消費者對 GM 食品的願付價格 (Willingness

to Pay)

，本研究特

別於問卷中加入「消費者購買情境的模擬 J '分別針對三種食品一大豆
泊、豆腐、及桂魚，在不同的價格組合情況下，進行購買模擬。受訪
者的選擇結果，除可幫助瞭解台灣消費者的消費偏好與其購買決策，
並可探討價格因素是否會影響到消費者的購買決策?又此一購買決策

可以與其對 GM 食品認知程度，兩者進行交叉比較分析，以能進一步
分析消費者對 GM 食品的認知和購買決策兩者之間的關聯性;換言

之，對 GM 食品較具有知識和認知的消費者，是否較能接受 GM 食
口

q

口口

J

(三)跨國性比較

本研究與國內過去研究最大不同之處在於跨國性的比較分析，本
研究與美國、日本、及挪威等相關 GM 食品研究計畫圈隊密切地合作，
涵蓋了 GM 食品的生產國和消費國，此四個國家的研究團隊將分享最
新 GM 食品消費資訊，並採用一致性問卷，以能進行跨國性比較。由
於四個國家大部份的問卷題目相同，可以避免因問卷題目的差異所造

成在比較上的困難和誤差，而能進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比較，特別是
在各國消費者對相同 GM 食品的願付價格方面 O 展望未來隨著參與國
家數目的增加，應可相對提升本研究在國際學術合作的貢獻和參與

度，亦是為本研究的最大特色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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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設計
針對前述的研究特色，本研究以焦點團體討論和電話訪問調查為

主軸，以下分別說明該兩項的內容:
卜)焦點團體討論

一般而言，參與焦點團體討論座談的人數為六至十人，訪談時間
約為二小時，其方式為一小團體針對某一特定主題所作的團體訪談 O

焦點團體討論的最大優點是在有限的時間下，在互動的情境下，能夠

有效率地蒐集到質性的資料，進而增進資料的深度與廣度 O 本研究係
以 GM 食品為研究對象，因為一般消費者對基囡改造或是基因轉殖的

瞭解較為陌生，加上 GM 食品本身不確定性風險，因此有必要進行小
團體座談 O

本研究所擬舉行的焦點團體討論，就受邀對象條件、與會者來源

與邀請、進行方式、及討論題綱等項目分別說明如下:
1.受邀對專條件:

(1)居住在大台北地區(包括台北縣、市及基隆市)的消費者且是
家庭購買食品者(指有參與決策或實際從事購買者)

0

(2)年齡在 20~65 歲間且學歷為小學到碩士(非食品系所)學歷(包
括擇業) 0 實際邀請到的學歷分配為高中職以下 3 名、專科 2

名、大學 4 名、及碩士 1 名。
(3)不包括本身或任一家庭成員任職行政院農委會或衛生署或相關
環境保護團體或基因改造食品產業者 O
(4) 不包括過去曾參加國內相關基因改造食品主題的焦點團體討論

者 O

2. 與會者來源與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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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委由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工作室，依照上述條件來遴選出
與會者，並邀請參與討論。

3. 進行方式:
以焦點團體討論方式進行訪問與討論，並應用下列四項討論技

巧:概念測試法、無互動/有互動對照比較法、無提示/有提示對照
比較法、及實物購買情境模擬。
4. 討論題綱設計:

本研究的焦點團體討論座談會共計分為五個題綱，分別是:

(1)消費者對基因改造食品的認知程度 (30 分鐘) :包括A.目前生

物科技已被應用於醫學、醫藥、食品等領域，您認為人類應用
生物科技於食品生產是未來趨勢嗎?為什麼 ?B. 您認為應用先
進生物科技所生產出的食品會不會比一般傳統方式生產的食品

較好?為什麼? C. 1~ 對基因改造食品的定義 ?D 就您所知，目
前市面上有那些食品是基因改造食品?及 E.1~ 可以判別出基
因改造食品與非基因改造食品?如何判別?等討論題目 O

(2)消費者對基因改造食品的正面與負面看法 (30 分鐘) :包括 A.
您認為基因改造食品可以為人類帶來什麼好處?為什麼?B.您
認為基因改造食品可以為人類帶來什麼壞處?為什麼?C.您對

食用基因改造食品是否會有所擔心?為什麼?及 D.1~ 不願意
購買基因改造食品的原因?為什麼?等討論題目。

(3)消費者對基因改造食品標示的看法 (20 分鐘) :包括 A. 認為政
府需不需要制定一套基因改造食品標示制度辦法?為什麼 ?B.

上述標示方法的種類說明，您贊成採用自願標示方法，還是強
制標示方法?為什麼?C.上述標示方法的種類說明，您贊成採
用正面標示方法，還是負面標示方法?為什麼 ?D.1~ 認為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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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比照健康食品認證標籤來訂定基因改造食品的認證標籤?

為什麼?及 E 對於市面上沒有標示是採用非基因改造原料的
食品，您認為這些食品是基因改造食品或是非基因改造食品?
等討論題目。

(4)消費者對基因改造食品的消費行為情境模擬 (20 分鐘) :包括
A.您選購食品時，會不會去注意是否為基因改造食品或非基因

改造食品?及B.一瓶沒有標示的 3 公升裝大豆油，售價是 90
元。如果有一瓶有標示採用「非基因改造大豆」為原料的相同
容量大豆沙拉油，您會願意付較低或是較高的價格來購買嗎?
為什麼?願付的最低或是最高價格是多少?等討論題目。

(5)消費者對政府相關政策的看法 (10 分鐘) :包括 A 您知道政府
對基因改造食品所做的相關措施嗎?B.您對這些措施有任何概

念嗎?及 C. ftE. 覺得政府對基囡改造食品該做那些措施?等討
論題目。
(斗電話訪問調查

本研究針對臺灣地區消費者進行 GM 食品接受程度的調查，這包
括了問卷設計、試訪、電話訪問調查之執行、及資料庫建立;調查之

方式將以電話訪問為士，其調查執行工作將委由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

工作室來執行。調查期間與次數則配合國際研究團隊的時程，本研究

已於 2002 年 9 月份完成先期電話訪問 (Pilot

Telephone Survey) ,

樣本數為 257 個;另外將於 2003 年上半年舉行第二次的電話訪問，樣
本數則增加為 1 ， 000 個。因此，兩個電話訪問的樣本數總計為 1 ， 250 個
受訪者，有關電話訪問的設計與進行步驟說明如下:
1.母體與調查區域:

以台灣地區年滿二十歲以上之民眾為研究母體;而實際執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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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以調查之母體清冊則以設籍在中華民國，年滿二十歲以上家中有電
話之公民 O
2. 調查方式:

本研究委託中央研究院調查工作室以電話訪問進行資料蒐集工
作，並應用其電腦輔助電話訪問系統進行實際的調查訪問工作 O

3. 抽樣方法:

本研究依據行政院內政部民國九十年臺閩地區人口統計秋季季刊
查閱台灣地區各縣市的人口數，依其人口比例計算每一縣市所需抽取
之人數 O 其後，再利用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工作室所購置電腦輔助電
話訪問系統之全國電話資料庫作為抽樣母體，進行分層兩段等距抽

樣。首先是以台灣 22 個縣市作 22 個分層。其次，在每一分層中，利
用電話資料庫，以電話尾數末兩碼隨機法抽取所要訪問地區的住宅電

話號碼。第二階段利用洪氏戶中抽樣法，針對戶中合格受訪者之男女

兩性所佔人數，抽出中選之受訪對象。
戶中抽樣的目的乃在於使同一家戶中每一位合格的受訪者皆有相

同的中選機會，以維持機率抽樣原則及提高樣本代表性 O 其方式是先

確認家戶中所有合格的人數，亦即是「家中 20 歲以上，為家庭購買過
食品的人 J '並確認當中性別的分布，男生女生各佔幾人;其次，再依
電話號碼末兩位分配不同的年齡層，選出中選之受訪對象。
4. 問卷題目之修改調整與預試:

本研究所採用的問卷係以美國問卷內容為藍本(四個國家皆採用
類似的問卷) ，但因為語言的表達方式不同而在問卷題目語句文字上
有所不同，且部份問題的次序亦作調整，例如因應國台語的表達方式、

專有名詞循序漸進說明、及人口統計變數分類等項目而有作適當的初
步修改與調整 O

146

調查研究/第 11 期

其次，本研究就問卷初稿針對國立台灣海洋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
十位研究助理與研究生進行第一次電話試訪，以估算出電話訪問時間

的長短，以及題日是否能讓受訪者與訪問者充分瞭解。試訪後針對必

需改進處進行題目文字及次序的調整與修改 O
為能進一步探討一般民眾對問卷題目及方向的反應，透過前述的
焦點團體討論座談會，來確認遺漏及找尋出可能的問卷題目選項，使
能更符合台灣國惰。並於焦點團體討論座談會完成後，再行委請中央

研究院調查研究工作室進行問卷電腦化工作並進行程式測試，之後再
進行第二次電話預訪，最後才進行正式的電話訪問工作。

問卷內容計有六大部份，分別是: (1)受訪者對環境、健康及有機
食品購買習慣的看法，如家庭購買有機及速食食品的頻率; (2)受訪者

對基因改造生物 (GMO) 及 GM 食品的認識，如是否同意「非基因改
造大豆沒有基因，而基因改造大豆則有基因」敘述、「吃了基因改造食
品，人體的基因可能會改變」敘述; (3)受訪者對 GM 食品購買決策，

如「假如基因改造食品可以減少農作物的殺蟲劑使用量，那您願意消
費基因改造食品嗎 ?J 、「您認為倫理或宗教因素會不會影響您決定購
買或不購買基因改造食品?

J ; (4)受訪者對 GM 食品標示的看法，如

「您認為基因改造食品與非基因改造食品有無清楚的標示，重要
嗎 ?J 、「任何標示都將使食品製造商增加額外的成本且可能會提高食
品價格，以下何種敘述最接近您的感覺?

...... J

; (5)受訪者對大豆沙拉

油、豆腐或鱷魚排等產品購買情境模擬，反覆詢問購買的偏好和在不

同價格情況下的購買決策:及(6)受訪者基本資料，包括是否吃素、家

庭食品及外食支出、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職業、及其他人口及經濟
統計資料等 O
5. 調查工作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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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電話先期訪問工作己於 2002 年 9 月份完成，共計有 257 個
樣本，在此之前，挪威的電話訪問係於 2002 年 3 月份完成，共計有 200
個樣本;美國部份則是在 2002 年 4 月份完成，共計有 250 個樣本:至

於日本，則是預定在 2002 年第四季進行。
預計四個國家將於 2003 年 2-4 月份分別各自進行 1 ， 000 戶的電
話調查工作，屆時間卷會依第一次電話先期訪問的結果，再進行修改。
6_ 調查結果資料之整理、分析與比較:

將蒐集之調查資料，利用統計方法(如:敘述統計、變異數分析

等) ，進行基本統計與圖表分析:並進一步利用迴歸分析方法判定
GM 食品消費族群之特性。

利用調查資料中願付價格之設計及資料，藉用近年來發展出之福

利經濟學分析方法，即假設市場評估法 (Contingent

Method)

Valuation

，可以初步評估 GM 食品在臺灣市場的發展潛力。

最後，就所收集的資料，比較臺灣與其它先進國家，如:美國、
日本、挪威或其它國家，在 GM 食品認知和消費之結果，並分析政策

酒意;也可以瞭解臺灣與其它國家在這方面之差異性。

四、預期研究成果
本研究冒在調查並分析台灣地區消費者對 GM 食品的認知及接

受程度，同時亦評估 GM 食品之標示規範與消費者權益保障議題，進
而探討 GM 相關食品在台灣之市場潛力。

本計畫預期的研究成果有五，茲分述如下:
一、暸解台灣地區民眾對 GM 食品的認知及接受程度，由於本計
畫擬進行 1 ， 250 位民眾的電話抽樣調查，加上調查地區涵蓋

全台灣地區，有助於樣本代表性和資料品質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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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計畫的調查結果除了可以研析出 GM 食品主要消費族群的

特性，亦可以獲得消費者對 GM 食品標示規範的要求與期
望，而得以能確保消費者的權益;在產品市場面，本計畫研
擬應用假設市場評估法

(CVM) ，評估 GM 食品在台灣的發

展潛力。

三、獲得消費者對 GM 食品標示規範的要求與期望等資訊，例如
消費者對食品標示法規內容鬆嚴的看法與期望，提供政府和

廠商在擬定食品標示規範與執行策略之參考。
四、本研究結果，亦可與先前調查比較，藉以分析政府在公佈 GM

食品標示規範後，消費者之反應變化和差異。再藉由與國際
上相關消費調查研究結果之比較，進行跨國研究之比較分

析，得以瞭解我國與他國在 GM 食品消費上與認知上之差異

性。
五、本研究結果可提供政府在落實食品安全管理上與消費者權益
確保上之參考，特別是在 GM 食品教育宣導與產品標示規範
方面，及業者在產品定價上、標示上和研發上，能更迎合消

費者對 GM 食品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