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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欲了解消費者對南洋料理的認知情形及喜好度，並比較個人背景

變項、喜好度與消費行為之關係。 本研究藉由問卷調查方式，抽樣北區

曾去過南洋料理餐廳之消費者，正式問卷發放 500 份，正式回收 427

份，回收率 85%。調查結果以描述性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獨立樣

本 t 檢定、卡方檢定及迴歸等方法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消費者對東南

亞地區飲食存在著「酸、辣」的刻板印象，對於南洋料理的烹調方式、

調味料、辛香料之認知度有限；在喜好度上，消費者對東南亞的食物無

明顯的好惡，而消費者對廣泛性的南洋料理與區域性的新馬、泰國、越

南料理之間的認知及喜好度上並不明顯差異。消費者在選擇南洋料理餐



廳時，菜餚搭配對消費者而言較為重要，不同個人背景變項對南洋料理

喜好度及消費行為具顯著差異，新馬、泰國及越南料理的喜好度及餐廳

特色能預測南洋料理的喜好情形。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find out the consumers’ cognition and 

preference on Southeast Asians cuisine, and compa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ersonal background variables, preference and consumer behaviors. The method 

of this study was to sample consumers who had been to Southeast Asians cuisine 

restaurant in north area and collect information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427 

questionnaires are collected from total 500 questionnaires; the successful valid 

rate is 85%. The survey result was analyzed by the methods includ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ne-way ANOVA, t-test, X2 test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survey result indicate that the most impression of Southeast Asian cuisine was 

“spicy and sour” with limited cognition of cuisine seasoning and spice. In 

terms of the preference on Southeast Asian cuisine and the cogni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Singapore, Malaysia, Thailand and Vietnam. The 

menu promotion or package was the key factor to influence consumers how to 

choose Southeast Asians cuisine restaurant, and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preference and consumer behavior was indicated with different personal 

background variables; preference and restaurant characteristics of Singapore, 

Malaysia, Thailand and Vietnam cuisine could forecast the preference of 

Southeast Asians cui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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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012.M6.D21 15:38 140.136.185.17 M 030540 Y2012.M6.D21 15:45 

140.136.208.244 M 030540 Y2012.M6.D21 15:45 140.136.208.244 M 030540 

Y2012.M6.D21 15:50 140.136.208.244 M 030540 Y2012.M6.D21 15:50 

140.136.208.244 I 030540 Y2012.M6.D21 15:50 140.136.208.244 M 030540 

Y2012.M6.D25 8:15 140.136.208.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