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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服務與品質之概念與內涵 

 
壹、服務的概念 
    
    「服務」在生活中本來有「幫別人的忙，提供免費的好處」的意思，

而在現代化的社會中由於工商業發達及行銷學的發展，「服務」一詞也包

含了更廣泛的意涵，以下即就不同學者的觀點探討服務的定義及其特性。 
 
    Grönroos（1983）曾對於服務提出三個主要基本特徵： 

（一） 服務是由一連串活動所組成，而非由事物（thing）所組成。 
過程是服務很重要的特徵，過程由一連串的活動所構成，

包括人與資源直接與客戶互動，所以顧客在某種程度上會參與

服務過程。 
 

（二） 服務至少在某種程度上，生產與消費同時發生。 
         服務的過程中生產與消費會同時發生，雖然顧客主要是對感

受到的服務留下印象，但仍需其他部分的配合。 
 
（三） 顧客在某種程度上會參與服務過程。 
         消費者會參與服務，且服務無法儲存，因此空間管理相當重

要，即使不能儲存服務也要試著儲存顧客，例如未能及時服務

消費者，也要使其等候時間感到滿意。 
 
Edward Sallis在其《全面品質教育》一書中提到服務的幾個重點，研

究者認為其所提之要點可幫助了解服務的一些特性。 

（一） 服務通常是提供服務者與最終使用者（end-user）間直接接

觸。 

 

（二） 服務必須準時提供，這和其具體規格一樣重要。服務中密切

的人際互動，提供了許多機會來進行回饋與評鑑。這些提供了

主要－但不是唯一的方法，以了解客戶是否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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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已提供的服務無法修改。因此很重要的是，服務的標準必須

始終無誤。 
 
（四） 服務要面對捉摸不定（intangibility）這個問題。通常我們很難

對可能的顧客說清楚到底提供了什麼。有時對顧客而言，要他

們說出想要從服務中得到什麼也一樣困難。服務的重點大部分

是過程而非產品。通常如何達成結果比結果如何更重要。 
 
（五） 服務通常由低階的員工直接提供給顧客。因此組織必須想辦

法激勵第一線的員工，永遠提供最好的服務。 
 
（六） 服務中很難測量成功的產出和生產力。唯一有意義的表現指

標是顧客滿意。 
 
Zeithaml and Bitner（1996）將產品與服務的差異作一分析比較，有關

兩者的差異列示如表2-1-1： 

 
表2-1-1  產品與服務特性比較表 

服     務 產     品 差     異 

無形性      有形 

＊服務沒有專利 

＊服務無法儲存 

＊服務不能被陳列 

＊定價困難 
 

不可分割性 

(製造與消費同時發生) 

 

可分割 

(製造與消費可分離) 

＊消費參與並影響傳輸 

＊員工影響服務的產出 

＊分權是必要的 

＊大量生產有困難 

 

 

異質性 
 

 

 

標準化 

＊服務的傳送與消費者的滿意皆視

員工表現而定 

＊服務品質決定因子多數不可控制

＊服務傳送的計畫與促銷知識尚未

確定 

 

易逝性 

 

 

非易逝性 

＊服務的供給和需求同時發生並不

容易。 

＊服務不能被退回或再銷售。 

資料來源： Zcithaml, V., A. and Mary J. B. (1996), Service Marketing, 
McGraw-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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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以上學者對服務的特性所做的研究，對於學者對「服務」的不同定

義可以有更清楚的了解，表2-1-2為各學者對服務的定義。 
 
表2-1-2  服務定義摘要表 

提 出 者 年份 定          義 
Sasser, 

Olson＆ 
Wyckoff 

1978 服務包括主體服務和週邊服務兩部分。前者是服務

主要基本功能，後者則是伴隨前者而產生。 

Lovelock 1979 認為服務是附加在產品上，消費者可獲得其對產品

的效用或價值。 
Berry 1980 服務是消費者得到勞務所提供的價值，例如，行

為、表現等，都是服務的一種。 
Buell 1984 定義為被用為銷售或因配合貨品銷售而被提供的

各種活動、利益或滿意。 
Juran 1986 認為服務是為他人而完成的工作。 

石川馨 1989 服務是不生產硬體物品的有效工作。 
Kotler 1991 詮釋為由一方提供給另一方的活動或利益，基本上

是無形的，且無法產生事物的所有權；服務的生產

可以或不用與實體產品相連結。 
將產品分四大類：（1）單純的有形商品（2）附加

服務的有形商品（3）主要的服務附加有形的商品

與次要的服務（4）單純的服務 
Lovelock& 

Wirtz 

 

2005 服務包括核心服務、附屬服務和傳遞過程三個要

素。核心服務關注購買者真正要買的為何？附屬服

務則可以增加核心服務的價值和吸引力；傳遞過程

則是服務如何傳送到顧客手中。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林登燦提出服務的三種內涵（2003，p.5-9）： 
（一） 服務是一種態度：服務是一種對待自己的態度，也是對待他人的

態度。而服務人員在為他人服務時，除了把規定的動作熟練且有效

率地執行後，還需要加上態度，這樣才能稱的上是完整的服務，服

務不全然是動作導向，更是態度導向。 
 
          因此，在對待他人時，服務人員應該還需具備對顧客尊重的態

度、體諒的態度及接納的態度。所以幼兒園教師總是要積極聆聽對

方所表達的訊息，也要能瞭解且接受他人情緒上的反應，並且以教

師的專業來回應這些情緒或問題（Rodd,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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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服務是一種情緒：服務不但是勞心兼勞力的勞動，更是情緒的勞

動。因為當人員提供服務時，不只是提供專業、技術或勞力給顧客，

更是提供一種情緒和氣氛。當服務人員情緒低落時，絕對無法繼續

「服務」。 
 
（三） 服務是一種倫理：因為服務是一種情緒的表達，所以在溝通表達

方面順暢的話，就可以帶來良好的人際關係。在組織當中，不論對

上司、同事、部屬或顧客，也需通力合作、彼此尊重，如此使得團

隊的群己關係良好，且和顧客有良好的互動與信賴。 
 
然而Rodd（1999）指出幼兒園中的教職人員，對孩子的身心發

展需求都具有極豐富的知識與經驗，但是相對的，這樣的敏感度在

對成人的溝通方面卻不多見。因此對於想提升服務品質幼教機構而

言，促進親師間的互動、溝通與尊重是當務之急的目標。 
 

小結：綜合上述，可知服務是一種複雜的現象，服務本身的特性使得

它有豐富的意涵，涵蓋了從個人服務到產品服務，從情緒、滿意等無形部

分到顧客所得到的實質物品，甚至還有更多意義。這也說明為何服務的定

義如此多樣化。 
 
貳、品質的概念 
     
    「品質」一詞頻繁的在大眾的日常生活中出現，「都市的生活環境品

質實在不太好」、「這個產品有品質保證」、「我很注重睡眠的品質」，諸如

此類的言語，大部分的人都很熟悉；但是，什麼是品質呢？品質的定義是

否會隨著所探究的對象有所不同而改變呢？而我們又該以什麼樣的標準

來衡量品質的好壞？爲了更清楚的了解品質的意涵，現即以既有的文獻資

料來探討其概念。 
 

「品質」字面上的意思即是「物品的性質」（國語辭典，2002），也有

「評斷物品的優劣、第其階格」的意思，故可說品質有程度上的優劣差別

（漢語大辭典，1989）。 
 

由於「品質」並非一個靜態的明確觀念，而是一種動態的概念

（Sallis,1996），因此白育綺 (2004，p7)也指出品質具有兩種特性： 
1.脈絡性：Dahlgaard 等人(1998)認為品質的亦議會隨著產業的不同而改 

變。Moss(1994)表示品質的定義會隨時間不斷演化。  
2.價值性：品質涉及優劣程度的評斷，因此品質充滿主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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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文獻中，不同的學者從不同的空間、時間、角度切入給予不同的定

義。主要觀點整理如表 2-1-3。 
 
表 2-1-3  品質定義摘要表 

提 出 者 年份 定          義 
Crosby 1982 品質是與規格一致（Quality is conformance to 

requirement）。 
Juran 1986 品質是「適用性」（Quality is fitness for use）。 

五個主要構面: 設計的品質（quality of design）, 
一致的品質（quality of conformance）, 可用性

（availability）, 安全性（safety）, 現場使用性（field 
use）。 

杉木辰夫 1986 品質是一種能令消費者或使用者滿足，並樂意購

買的特質。 
Taguchi 1990 品質是一種卓越的設計，使產品都有一致的表現。

Deming 1991 品質是符合與超越顧客的需求與期望。 
Feigenbaum 1991 品質是顧客說了就算（Quality is what the customer 

says it is ）。 
張正霖 1997 品質的內容是產品或服務能符合顧客的需求及期

望。 
ISO  品質是指一項產品或服務之特徵與特性之整體

性，且具有滿足其所規定或隱含需求之能力（引

自林昆諒，1994）。 
ASQC,EOQC  品質是產品或服務能夠滿足既定需求的能力之整

體特質及特性（引自戴久永，1994）。 
經濟部中央

標準局 
 品質為產品或服務的總合性特徵與特性，此種總

合性的特徵與特性使得產品或服務具有滿足顧客

明定的和潛在的需求之能力（引自徐世輝，1996）

 
也有學者將品質的概念劃分成多個面向來探討。 
 
黃建忠（1999）從三大意涵來解釋「品質」的概念： 
（一）品質是環境、人員、服務及產品所呈現的整體特質。 
（二）品質是滿足或超越顧客期望。 
（三）品質是符合規定，即依循既定的標準與規格。 
 

Garvin（1984）以不同的面向來定義品質，歸納出五個觀點： 
（一） 超越的觀點（transcendent approach）：品質是達到最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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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品的觀點（product-based approach）：品質是指一種產品或

服務具有某種特質；具備，則有品質，反之則否。 
（三） 使用者的觀點（user-based approach）：品質是指適用。 
（四） 製造的觀點（manufacturing based approach）：品質是指產品在

製造或服務的過程中符合一定的要求或規格。 
（五） 價值的觀點（value-based approach）：品質是指產品或服務能

夠為顧客所接受的價格。 
 
Sallis 在其《全面品質教育》（1996）一書中將品質劃分為二： 
（一）絕對品質的概念：  

絕對的品質和真善美的本質相似，都是個理想，不容妥協。

在這個定義中，稀少和昂貴是品質的兩個特徵。這裡的品質跟「高

品質」或「頂級品質」意義相同。 

 

（二）相對品質的概念： 

科技意義中的品質是種相對的概念，而在品質保證與全面管

理中就是這樣使用的。相對的定義不把品質當成產品或服務，而

是當成某種結果，這個意義下的品質是依規格測量的。在這個相

對的意義下，品質就是符合預定的標準，並且一次又一次的達到

這些標準。 
 

小結：綜合上述，品質由顧客來衡量是學者們一致的看法，品質為產

品或服務的整體特質與特性，同時也注重過程與結果。而品質也是個動態

的概念，其定義會隨著時間而演化（Moss,1994），昨日的品質不再是今日

的品質，今日的品質也未必滿足未來的品質要求（Bradley,1993）。 

 

本研究認為幼兒園品質可視為幼兒園整體特質，它會因著時間而不斷

改變，且會朝向現今「全面品質管理」 的概念階層邁進，其中的「全員

參與」、「顧客滿意」、「持續改進」的主要精神亦會反映在幼兒園品質

定義中。     

   

參、服務品質的定義 

 

多位學者對服務品質提出不同的看法與定義，表2-1-4為服務品質定義

之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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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服務品質定義摘要表 

學    者 年份 服 務 品 質 的 定 義 

Sasser, Olsen 

＆ Wyckoff 
1978 以材料、設備和人員三構面來定義服務品質，而這一

分類暗示服務品質不只包含最後的結果，還包含提供

服務的方式。 

Garrin 1983 服務品質是一種主觀的認知品質，而非客觀的品質。 

Behshid and 
Elshennawy 

1989 服務品質是能符合顧客期望的一致性程度。 

 

Lewis and 
Vincent 

1990 服務品質定義為，符合消費需要的程度。 

 

Zeithaml, 
Parasuraman 

and Berry 

1990 認為服務品質是服務提供者滿足顧客對服務期望的能

力；亦即顧客的知覺，其定義為顧客的期望與知覺間

的差異範圍。 

他們認為顧客的期望會受到下列因素的影響： 

1.口碑相傳。2.顧客的個人需求。3.顧客過去使用服務

的經驗。4.外部溝通（廣告宣傳、手冊等）。5.價格。

Bitner 1992 服務品質是消費者接受服務後，是否再次購買服務的

整體態度。 

Lovelock 1996 顧客享受消費過程中所得到的一種經驗。 

林陽助 1996 服務品質是消費者對服務整體優越程度之評價，它是

一種認知性的品質，不同於客觀的品質。 

楊錦洲 1996 服務品質是服務的公司、個人或機構能配合顧客的需

要、消費或負擔等能力，同時能讓顧客產生信心，以

及提供適時的、適當的滿意服務或品質。 

翁崇雄 1998 將認知服務品質定義為消費者主觀評斷一產品或服務

的整體優良或傑出程度。 

資料來源：引自邱素薇（2003），公私立幼稚園整體服務品質之比較研究-
以桃園縣為例，長榮大學經營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Parasuraman , Zeithaml & Berry（1985；1988）認為服務品質是在傳遞

過程與服務提供者和消費者互動過程中所產生的服務優劣程度。

Parasuraman et al.以使用者認定的方式來定義服務品質，其將服務品質定義

為一種態度（attitude），是「顧客對服務的期望與實際知覺的差異程度」。 

 

    而林陽助（1996）整理諸多學者的看法之後，大致將服務品質的定義

分為兩類，此二類定義並不互斥，可以同時並行： 

（一） 服務品質是消費者對整體服務的優越程度之評價，它是一種

認知性的品質，不同於客觀性的品質（Garvin,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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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服務品質產生於服務期望與認知服務績效之間的比較（Sasser, 

Olsen & Wyckoff,1978；ZPB, 1985；Lewis & Booms, 1983；Gronroos, 

1983），此種看法為較多數的學者所認同。 

 

  肆、服務品質的構面 

 

金玉珍（1999）彙整國外學者對於服務品質之內涵與構面表歸納，如

表 2-1-5： 

 

表 2-1-5  服務品質之內涵與構面歸納表 

學     者 年份 服 務 品 質 構 面 

Sasser ,Olsen 

&  Wyckoff 

1978 服務品質七個構面： 

1.安全性；2.一致性；3.態度；4.完整性； 

5.調節性；6.即用性；7.及時性 

Rosander 1980 服務業的服務品質包括： 

1.人員績效品質；2.設備品質；3.資料品質；4.決策

品質；5.結果品質 

Rohrbaugh 1981 服務品質與三個層次的構面有關 

1.結構：包括實體的設施與人員，是塑造服務實際

的有形部份。 

2.過程：即服務提供者與顧客的互動過程以及所作

所為。 

3.結果：即顧客是否得到其所要求之利益。 

Lehtinen 1982 服務品質決定於： 

1.實體品質；2.公司品質；3.互動品質 

Armistead 1985 服務品質五項因素 

1.組織：提供服務的範圍，包托組織形象、位置 

2.人員：服務提供者的外觀、服務態度、應對等 

3.流程：對顧客的接待、服務時間長短及服務時能

否為顧客著想 

4.設備：提供服務所配置的設施，如等候室設置的

沙發是否舒適 

5.物質：為滿足顧客需要所提供的有形器具 

Klaus 1985 服務品質受制於過去的經驗與主觀的知覺，所有與

服務程序有關的屬性都屬於品質的衡量範圍 

Zeithaml, 
Parasuraman 

and Berry 

1985 1. 有形性（tangibles）：指服務的實體證據，包含 

服務場所、設施及人員外觀。

2. 可靠性（reliability）：包括績效及信賴度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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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續） 

性，能在第一次服務就能完成任務。

3. 反應性（responsiveness）：指員工提供服務的意

願及敏捷度。 

4. 勝任性（competence）：指員工具備提供服務所

需的技術或能力。 

5. 禮貌性（courtesy）：指服務人員的禮儀、尊重、

體貼及友善程度。 

6. 信用性（credibility）：指的是信賴感、可信度與

誠實性。 

7. 安全感（security）：顧客在接受服務的過程中，

可免除危險、風險等疑惑的問題。

8. 接近性（access）：指容易接近或聯繫。 

9. 溝通性（communication）：耐心的聆聽顧客的意

見，並用適當的表達方式或文字來交談。

10.瞭解（understanding）/熟知（knowing）：努力地

去了解顧客的需求。

Zeithaml, 
Parasuraman 

and Berry 

1988 將1985的十個服務品質構面濃縮為五個構面：分別

是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保證性及關懷性。 

資料來源：洪巧音（2004），幼托園所家長托育服務品質需求與滿意度之

研究，朝陽科技大學幼保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伍、Parasuraman , Zeithaml & Berry服務品質的模式 

          

（一）Parasuraman , Zeithaml & Berry（1985）認為服務品質包括購買前的

期望、過程品質及結果品質，並將服務品質定義為「顧客對於某特定業者

所提供的實際感受與顧客對於該類服務之期望間的差距」。 

（二）Parasuraman 等（1988）指出，服務過程是一種業者與顧客的互動

關係，服務品質則是「在傳遞過程以服務提供者和消費者互動過程中的服

務優劣程度」。 

 

    綜上所言，Parasuraman 等主張服務品質是消費者對服務提供者所提

供的服務，可以知覺的狀況；亦即顧客對業者所提供的服務，其實際感受

與服務期望間的差距。換句話說，服務品質是一種消費者與服務提供者之

間的互動過程，在此過程中消費者對於服務事前的期望與實際感受間的比

較差異可作為判斷品質優劣的依據。 

 

    Parasuraman等三位學者在Marking Science Institute[MSI] 的資助下，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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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年對服務品質進行系統性的研究，探討顧客評估服務品質時所考慮的

構面，並且認為服務品質是由顧客期望的服務水準與實際感受的服務水準

相互比較而得，進而建立「觀念性的品質模式（ conceptual model of service 

quality）。 此外，Parasuraman 等並進一步指出服務品質問題的出現，主

因是服務產生與服務傳遞過程中有缺落差（Gap）存在。因此，服務提供

者需消弭落差，滿足顧客需求，才能提升服務品質。 

 

    Parasuraman 等將1985 提出的服務品質缺口觀念分離出來，單純的從

顧客期望服務與知覺服務間的缺口來建立顧客服務品質的知覺系統，並找

出十項服務品質決定因素（接近性、溝通性、勝任性、信用性、可靠性、

禮貌性、反應性、安全性、有形性及瞭解顧客）。在經過三年對服務品質

衡量方法的探討，Parasuraman 等於1988 年發表衡量服務品質的量表

SERVQUAL SCALE，並粹取出五個品質構面，使服務品質的評鑑更為明

確，也為以後各行各業服務品質的評鑑提供一套有效的評鑑工具。茲將

Parasuraman 等服務品質指標構面的發展作如下說明： 

 

（一）1985 年十項品質因素（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 1985） 

      Parasuraman等學者發展出服務品質的概念模式後，接著利用焦點團

體法（Focus），找出消費者評估服務品質的十個品質因素，而這些因素構

成了消費者對服務品質的落差系統： 

1. 有形性（tangibles）：指服務的實體證據，包含服務場所、設施及人員 

外觀。 

2. 可靠性（reliability）：包括績效及信賴度的一致性，能在第一次服務就

能完成任務。 

3. 反應性（responsiveness）：指員工提供服務的意願及敏捷度。 

4. 勝任性（competence）：指員工具備提供服務所需的技術或能力。 

5. 禮貌性（courtesy）：指服務人員的禮儀、尊重、體貼及友善程度。 

6. 信用性（credibility）：指的是信賴感、可信度與誠實性。 

7. 安全感（security）：顧客在接受服務的過程中，可免除危險、風險等疑 

惑的問題。 

8. 接近性（access）：指容易接近或聯繫。 

9. 溝通性（communication）：耐心的聆聽顧客的意見，並用適當的表達方 

式或文字來交談。 

10.瞭解（understanding）/熟知（knowing）：努力地去了解各顧客的需求。 

 

（二）Parasuraman 等服務品質評鑑工具-「SERVQUAL」的發展與應用 

    Parasuraman等學者根據1985 所提的服務品質概念模式，發展出一個

有系統衡量服務品質的量表，命名為「SERVQUAL」，其量表建構程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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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11 個步驟，簡述如下： 

【步驟一】：定義消費者服務品質知覺為---消費者對服務的期望（expected 

service）與實際接受到服務的感受（perceived service）兩者的

差距，即Q＝P－E。其中Q代表服務品質的知覺；P代表消費

者對服務的期望（expected service）；E 表示消費者實際接受

到服務的感受（perceived service）。 

【步驟二】：以十項服務品質關鍵要素，作為服務品質的初始構面。 

【步驟三】：以十個初始構面，設計問卷，發展出97 個題項（item）。每

題包括兩個不同的陳述。一個用來衡量消費者對服務的期望

（E），另一個則衡量消費者對服務的實際感受（P）。 

【步驟四】：對200 位在最近三個月內接受過銀行、信用卡公司、電腦維

修及長途電話公司其中之一服務的消費者，進行問卷調查並

收集資料。 

【步驟五】：依下列順序進行量表的精簡 

            1.計算每一構面的α值及"item-to-total"相關係數。 

            2.刪除相關係數低之項目，重新計算α值。 

            3.針對量表進行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剔除同時在不同

構面皆有高度因素負荷量（factor loading）的題目。 

            4.重新指派項目至各構面以及構面的再構建，直至因素穩定。 

【步驟六】：因素分析後歸類，得7 個構面，34 項目，形成新量表。 

【步驟七】：以新量表重新對銀行、信用卡公司、電腦維修及長途電話公

司四類消費者，進行問卷調查並收集資料。 

【步驟八】：依步驟五之程序，再進行第二階段量表精簡工作。 

【步驟九】：量表精簡為五個構面，22 個項目，命名為SERVQUAL 量表。 

【步驟十】：以步驟四所收集的資料，評估量表的信度與因素結構。 

【步驟十一】：評估量表之效度。 

 

（三）1988 年五大品質構面（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 1988） 

 

表2-1-6  SERVQUAL五個構面與原始十個構面的關係及意義 
十個原始構面 

（1985） 

SERVQUAL五個

構面（1988） 

意義 

有形性 有形性 設施、設備及人員的服裝儀容。 

可靠性 可靠性 可信賴及精確地履行已承諾之服務的

能力。 

反應性 反應性 協助顧客之意願及提供迅速的服務。 

勝任性 

禮貌性 

保證性 服務人員的專業與禮貌，及其贏得顧

客信任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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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續）

信用性 

安全性 

接近性 

溝通性 

瞭解性 

關懷性 服務人員提供顧客關懷及個別的關

照。 

資料來源： “SERVQUAL: A Multiple-item Scale for Measuring Consumer 
Perceptions of Service Quality”,by Parasuraman, A., V. A. 
Zeithaml and L. L. Berry , 1988, Journal of Retailing, p. 23. 

 
表2-1-7  SERVQUAL量表的五個構面與22個評量項目 

構面 評量項目 

有形性 

(Tangibles) 

 

1.公司有現代化的設備 

2.公司的設備外觀吸引人 

3.員工穿著整潔 

4.公司所提供的設備符合其所提供服務之類型 

可靠性 

(Reliability) 

 

5.公司做出的承諾，均會及時完成 

6.當您遭遇問題時，公司會熱誠地加以解決 

7.公司是可信賴的 

8.會於答應完成的時間內提供服務 

9.記錄正確無誤 

反應性 

(Responsiveness)

 

10.公司不會告知顧客，服務何時開始 

11.您無法得到員工所提供的及時服務 

12.員工並不太願意協助顧客 

13.員工因太忙而無法及時回應您的需求 

保證性 

(Assurance) 

 

14.您能信任公司的員工 

15.您對於與公司的員工所進行的交易感到放心 

16.員工很有禮貌  

17.員工能獲得公司適當的支援，以做好他們的工作 

關懷性 

(Empathy) 

 

18.公司無法給您個別的關照 

19.員工無法給您個人的關照 

20.員工不知道您的需求 

21.公司並未將您最關切的事放在心上 

22.公司沒有提供對所有顧客都方便的營業時間 

資料來源： “SERVQUAL: A Multiple-item Scale for Measuring Consumer 
Perceptions of Service Quality”, by Parasuraman, A., V. A. 
Zeithaml and L. L. Berry ,1988, Journal of Retailing, p. 12-40. 

     

Parasuraman 等（1988）在以1985 年所提的服務品質模式和十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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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為基礎，經過一連串反覆分析研究後，發展出一套可有效衡量服務品

質水準的量表，更將前期研究結論的十個品質構面精簡成為五大構面： 

1. 有形性（tangibles）：指在服務過程中，所需使用的有形物品，顧客可 

以看到的實體部分，包含實體設施、服務人員的儀表。 

2. 可靠性（reliability）：指服務的績效能夠正確達成的能力，即有正確的 

及值得信賴的能力去執行所約定的服務。 

3. 反應力（responsiveness）：指迅速協助顧客解決問題及提供顧客立即的 

需求。 

4. 保證性（assurance）：指服務人具備執行服務所需的知識能力、禮貌以 

達成完整的任務，且能激發顧客的信心。 

5. 關懷性（empathy）：指對顧客提供特別的關心與重視。 

 

（四）Parasuraman et al.服務品質模式的實證分析 

  

    Parasuraman 等人為了對服務品質進行評鑑，根據1985 年提出的觀念

模式，在1988 年開發出實際可以運用的SERVQUAL 方法來評鑑服務品

質，至此奠定了日後研究及評鑑模式的架構與基礎。Parasuraman et al.更於

1991 年對電話、保險及銀行業消費者進行實證研究，將文句及負面文字均

於修改，其結果分析的信度（α值）為.80-.93，效度的差異分數能解釋.57-.71 

的變異，可知其具有相當的信效度。然而，後來的學者亦不斷地提出修正

與質疑，有些學者直接逕行以實證的方式，採用原Parasuraman 等提出的

SERVQUAL 量表進行研究。 

 

楊淑惠與蘇雲華（1997）整理1990 年至1996年初國外學者對於

Parasuraman 等服務品質模式相關的實證研究共36 篇，發現所涉及的研究

對象相當廣泛，其中不乏以教育及學生為對象的相關研究。此外亦發現所

有研究在收集資料時，不論在問卷形式、主要問句、反應尺度方面，仍多

採用SERVQUAL 或類似SERVQUAL 的模式為多，可知SERVQUAL 的價

值深受重視。從這些研究的信度（α值）大都在.70 以上，代表研究結果

均具有極高的說服力。至於效度分析方面，大多數的實證研究並未做詳細

的檢測與說明，然有進行實際檢測並提供數據者，其研究結果均已有高度

效度，代表該評鑑模式有一定的效度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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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幼兒園服務品質之意涵與相關研究 

 

由於學校的產業性質並不等同於商業界的產業性質，因此在引述業界

常用的「服務品質」研究中，必須注意這樣的差異，且在運用時要格外小

心謹慎。此外，針對幼兒園服務品質的理論非常少，因此在歸納上可能欠

缺完整。研究者儘可能嘗試分析，也會從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高中職及

大學等服務品質之相關研究中探討。以下將從六個部分來探討幼兒園服務

品質的概念，第一部份為幼兒園的產業性質；第二部分為教育的服務特

性；第三部分為教育服務的顧客，第四部分幼兒園教育品質的範疇、內涵

與相關研究，第五部份為幼兒園服務品質的範疇、內涵與相關研究，第六

部分為幼兒園服務品質範疇的劃分，第七部分為幼兒園服務品質的相關研

究。 

 

 

壹、幼兒園的產業性質 

 

一、Lovelock&Wirtz(2005)以作業角度來分類服務：人的處理、物的處

理、心靈鼓舞的處理及資訊的處理。心靈鼓舞的處理（mental stimulus 

processing）就是以「心靈」為主的服務包括教育、專業諮詢、心理治療等。

此外，他們認為處理人的服務最需要附屬服務性服務，因為他們與顧客的

互動最為親密。 

 

二、美國統計局（U.S. Bureau of Census）1999 年對服務業的定義：躉

售與零售交易、運輸與倉儲、資訊、金融與保險、房地產與租賃、專業與

科技服務、公司與企業管理、行政支援與廢棄物處理、教育、醫療與社會

救助、藝術娛樂與創作、膳宿服務、公共行政以及其他等共 14 項。 

 

三、美國國民所得統計（National Account）認為不屬於農業、礦業、

製造業和營運業四個生產部門的產出，均屬於服務業部門（林登燦，2003，

p.14-15）： 

1.分配性服務：例如躉售、零售、通信、運輸與公用事業。 

2.生產者服務業：例如會計、金融、管理與營建工程業。 

3.消費者服務業：例如餐廳、旅館和遊憩場所。 

4.非營利性政府服務業：例如教育、衛生保健等。 

 

四、中華民國行業標準分類（2001）將教育服務業訂為第 L 大類，其

中一個小類為「學前教育事業」，即凡從事學前教育服務之行業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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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者對於學校產業性質的看法，如表 2-2-1 所示。 

表 2-2-1  學校產業性質摘要表 

學者（年代） 看法 

Peter F. 

Drucker 

（1990） 

非營利組織的興起，是為彌補營利界凡是以利潤為考量和

政府部門以照顧多數民眾為原則，而產生的偏差和不足。

範圍很廣，包括教育、文化藝術、醫療保健、福利、宗教、

人群服務、環境保護以及社會公益等。 

（引自余佩珊譯，民 83） 

吳清山 

（民 85） 

學校是服務的組織（service organizations），其主要的功能是

在服務學生，學生是最主要的受惠者。 

司徒達賢 

（民 88） 

非營利組織已經漸漸地發展起來。例如教會、學校、基金

會、紅十字會、童軍團、藝術表演團、環保團體、社區學

院等。 

然而專門針對非營利機構而設計的管理或領導教材，到目

前為止還是很缺乏的。 

資料來源：國民小學教師對理想服務品質與實際服務品質知覺差異之調查

研究（頁 37），王俊貴，民 90，台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

碩士論文，未出版。 

 

從上述資料分析來看，研究者認為幼兒園的產業性質與學校的產業性

質一樣，都屬於非營利事業的機構。然而非營利事業機構和營利事業機構

的服務品質，是否有相關？我們接著來探討。如表 2-2-2 所示： 

表 2-2-2  營利和非營利事業機構的差異 

項目 營利事業機構 非營利事業機構 

目的 商品「賣與買」的交易，

有商業的底線 

要全心投入創造出價位、視野、觀念、設

想和服務來點化人類，改善環境和社會。

特性 利潤最大化 改善人類生活和生命品質 

管理 靠「利潤動機」的驅使 靠「使命」的凝聚力和引導 

精神 利己的 利他的、仁愛的、為公眾利益著想的 

作法 兼具系統化、持續性和

前瞻性的 

兼具系統化、持續性和前瞻性的 

經費 成本、淨利 補助、募款、捐獻、基金發展 

展望 永續經營 公民社會 

挑戰 生存和發展 1.把捐助者轉化為貢獻者 

2.提出對社區（或社群）和對整體的目的

資料來源：王俊貴（民 90），國民小學教師對理想服務品質與實際服務品

質知覺差異之調查研究（頁 37），台南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

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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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瞭解國內外均將「教育」視為服務

業的一種。此外，幼稚園的目標與行政可說是「依據教育原理與經濟原則，

運用一定之方法，對於幼稚園內所有組織上、工作上、設備上的所有問題，

做最適當的處理，藉以增進幼稚園行政之功能，提高幼稚園組織之效能，

達成幼稚園教育之使命」（王靜珠，民 81）。因此，研究者認為幼兒園的產

業性質並非以追求利潤為目的企業，而是以服務為目的，並達成教育之目

標的非營利性組織。 

 

研究者也認為非營利事業機構和營利事業機構的服務品質是有關連

的，相同之處是兩者皆以服務的方法達成目的，不同之處是兩者所達成的

目的不一樣。假設商業界的服務品質良好，就能夠締造出優良的口碑，以

增加產品銷售額，並提高利潤收入。相對地，如果學校的服務品質良好，

就能夠結合更多人力及物力資源，提高整體教學品質，以此培育出人格健

全之優秀人才，並改善社會全體之品質與價值。故此，研究者認為營利事

業機構和非營利事業機構的服務品質其內涵有其共通性，只是因為產業性

質不同，而影響了機構所重視的內涵與比重（司徒達賢，1999）。例如：銀

行業的服務品質可能比較強調安全性與可靠性；餐飲業的服務品質可能比

較強調反應性和禮貌性；醫院的服務品質可能比較重視反應性和專業可靠

性；而學校的服務品質可能比較重視可靠性和溝通性。 

 

在探討完幼兒園的產業性質之後，接下來要繼續探討幼兒園的服務特

性有哪些？將分述如下。 

 

貳、幼兒園教育服務的特性 

 

之前在第二章第一節討論了廣為被商業領域所使用的「服務」的定

義、內涵及特性等，接著在這部份將會運用它來探討幼兒園教育服務的特

徵。 

 

（一）教育服務無法儲存：教育是一種行為或績效表現而非有形的事物，

因此很難將教育加以儲存作為日後銷售之用；不過現在也有教學錄影帶等

來提供服務，但這些只是用來描繪其生產的能力而非產品本身

(Lovelock&Wirtz,2005)。 

 

（二）價值的創造來自無形的元素：教育服務包含重要的有形元素，但基

本上教育本身的表現是無形的。無形的元素（如專業知識和人力）主宰著

教育服務表現所傳達出來的價值(Lovelock&Wirtz,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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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顧客可能涉入生產過程中：幼兒需要到幼兒園接受教育的過程，以

幫助自己的身心發展；而家長更是替孩子尋找理想園所的舵手。因此合宜

的課程、便利的地點、合適的托育時間等都會影響幼兒及家長（崔立新，

2004）。 

 

（四）人是產品的一部份：教育服務業間主要的差別在於教職員的表現素

質，不僅師生間有互動，孩子們與家長們也有接觸的機會。因此教師除需

擁有專業技能，也需要擁有良好的溝通技巧，這對於幼兒的學習及家長和

教師之間的成長具有正面的促進作用( Rodd,1999) 。 

 

（五）教育投入與產出具高變異性：教育服務很難同時考慮標準化及控制

投入和產出。因為在進行教育的過程中就被學生「消費」了，因此錯誤和

缺點很難加以掩飾。  

 

另外，司徒達賢（民 88）認為非營利事業機構（例如：學校等）的服

務特性應包含無形性和有形性兩大部份，其中，多數非營利事業機構之服

務特性都較偏向無形性，而有形成份的比例較低，其原因可能是因為非營

利事業機構的服務比較強調態度、口碑和使命，好讓它的擁護者能夠支持

的緣故。 

 

小結：本研究認為教育是一種行為，不是有形的事物、不可儲存性、

服務和消費的同時性、服務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人的差異性、教育服務

很難做事前品質管制，及家長衡量幼兒園服務品質的主觀性等的特徵（楊

錦洲，2002；林登燦，2003；崔立新，2004），因此幼兒園的主管及教職人

員都應該要有嚴謹的教育服務品質觀念，才能維持幼兒園服務的最高水

平。 

 

接下來本研究要繼續探討「學校服務的顧客有哪些？」。 

 

參、學校服務的顧客 

 

「市場及顧客滿意等的商業措辭開始進入教育術語中；然而，很多教

育者對此感到不安。我們通常沒有從顧客面來考慮我們的服務。」（Chambers, 

1998, p.33） Goodnack（2000）表示學校的複雜性使得定義它的品質變得非

常困難，但是從學校顧客的期待來看，這是促使學校進步的重要第一步。

那麼幼兒園中的顧客是誰呢？ 

 

高薰芳和周宇超（1996）認為以系統觀點來看，教育這個服務性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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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的顧客有存在學校系統內者，也有學校系統外者，兩者彼此交互作用

影響。 

 

Sallis（2002）在「全面品質教育」一書中將「顧客」區分為三種： 

（一） 初級顧客（primary customers） 

      即直接接受服務的人。 

（二） 次級顧客（secondary customers） 

      如家長、主管機關、進修教育（Further Education）學生的贊    

      助廠商—這些人對特定機構中特定個人有直接權利。 

（三） 三級顧客（tertiary customers） 

       相較於初級及次級顧客，三級顧客比較沒有直接的關係，但 

       是仍然很重要，如未來的雇主、政府和整個社會。 

可將上述三種外部顧客及內部顧客整理為一個教育顧客表： 

表 2-2-3 教育的顧客 

 

 

 

 

 

 

   資料來源： Sallis（2002）,p.40 

 

小結：教育的顧客可分為外部及內部顧客，但是不論外部或內部，許

多顧客團體的需要與觀點並不會永遠相符，特別是在大型複合的機構中，

雖然小型機構也可能會有衝突。但是所有教育利害關係人的看法都希望有

人可聆聽，期望受到公平待遇（Sallis , 2002）。 

 

因此幼兒園在提供服務時，必須去思考：自己的內部顧客是誰？外部

顧客是誰？如何服務這些顧客？顧客的需求為何？顧客對服務品質是否

感到滿意？雖然任何教育機構最基本的核心應該是其學習者的需求與觀

點，但這並不表示教育情境中的利害關係人可以被忽視（Sallis, 2002），他

們的觀點一樣需要受到重視。 

 

本研究基於研究目的之考量，所指的「顧客」係指幼兒園系統中的外

部顧客「家長」與內部顧客「教師」，以家長及教師的角度去衡量學校所

提供的各項教學或非教學性的活動之品質優劣程度，並比較其觀點是否相

同。接下來，進一步探討幼兒園的服務內涵是什麼，亦指幼兒園教育品質

所指涉的範圍為何。 

教育（將價值觀教給學生） ＝服務 
學生                     ＝初級外部顧客或委託人 
父母/ 主管機關/ 雇主      ＝次級外部顧客 
勞力市場/ 政府/ 社會      ＝三級部顧客 
教師/職員                ＝內部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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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幼兒園教育品質的範疇、內涵與相關研究 

 

                       國 家  
法 令 規 範                                      經 濟 狀 況  

                     社 區  
地 方 經 濟 能 力                         地 方 文 化  
地 方 法 規  

                 幼 兒 園  
領 導 者 的 管 理 風 格 ， 註 冊 人 數 ， 開 放 時 間 ， 中

心 的 規 模 ， 課 程 模 式  

             教 室  
團 體 大 小 、 師 生 比 、 教 師 的 教 育 與 經

驗 、 空 間 大 小 與 空 間 品 質  

歷 程 品 質  

 

圖 2-2-1：影響幼教品質的層次 

資料來源：Spheres of influence on ECE programs , Cryer et al. , 1999 

 

    Cryer 等人（1999）應用 Bronfenbrenner 生態系統論分析幼教品質的影

響層次，認為幼教系統的核心為幼教歷程，並鑲嵌於多個影響層（spheres of 

influence）中，影響層包括教室、幼兒園、社區、國家，每一個影響層都

包含一些影響因子，愈往外，對幼教歷程品質的影響程度遞減，如上圖 2-3-1

所示。 

Phillips 和 Howes（1987）認為幼兒教育品質包含結構特性（structural 

features）與動態特性（dynamic features）。亦即經由結構特性與動態特性來

展現學前教室系統。他們將幼教品質區分為歷程品質（process quality）與

結構品質（structural quality），後續文獻大多延續他們的看法，這個分類並

逐漸成為幼教品質相關文獻的主流。 

歷程品質反映了美國幼教學者以幼兒為中心（child-centered）的幼教

理念（Cryer, 1999）。歷程品質關注幼兒在幼教場域中真實體驗到的面向，

這些面向影響幼兒的發展結果（developmental outcomes）。具體而言，所謂

歷程品質，指幼兒所經驗之幼教品質，主要包含師生關係、幼師態度、學

習活動等。結構品質則指教室層級的結構面向，它們提供歷程品質的背景

架構，直接影響幼兒所經驗的歷程品質。而結構品質，包括團體大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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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大小）、生師比、幼師幼教經驗、幼師教育與專業訓練，以及安全、

衛生與健康的環境、教材設備的品質等（National Center for Early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1997）。由於這些特徵較為具體、容易觀察，因此通常也是政

府規範的對象（徐聯恩及劉蓁，2006）。 

Anonymous（1993）以文獻分析、電話訪問、面談等方法探討幼教機

構品質，研究歸納出五個品質構面： 

1. 人事：師生比、團體大小、人員流動率、行政人員工作安排。 

2. 教職員的資格：教育程度、經驗、持續進修訓練。 

3. 教職員薪資與福利。 

4. 教育的計畫與園所願景與經營理念。 

5. 其他：財務、執照與認證、與員工有關的預算分配。                             

阮碧繡、李連珠（1993）首先將幼兒教育品質內容分為園所類型、課

程模式、師資水準、園舍設備、教育法規、服務項目、評鑑七個主要內容

進行分析討論。 

Sharpe（1996）調查新加坡學前幼兒園的品質，他們以教師對工作環

境的感受作為品質評估的一環，挑選的品質構面有：親師互動、師生互動、

來自其他教師的支持、對家長參與的滿意度等。 

Helburn 和 Howes（1996）則進一步擴大幼教品質的內涵範圍，在結

構品質與歷程品質之外，還加入幼兒園之成人工作環境的品質（adult work 

environment quality）。所謂成人工作環境品質，包括幼兒園的福利、薪資、

教職人員流動率，以及教師的工作滿意度、工作承諾與工作壓力。幼兒園

的成人工作環境品質會直接影響幼師的工作態度，並間接影響幼兒之幼教

歷程經驗（Phillipsen et al., 1997；Scarr et al., 1994；Whitebook et al., 1989）。 

Patten 和 Ricks（2000）回顧評估幼托品質之相關研究，認為幼教學者

從結構特性與歷程特性來評估品質，前者包括師生比例、教職員的證照、

薪資、教職員流動率、空間大小與品質、教材教具多寡與品質、教師教育

/訓練程度；後者包括教職員的回應度（教職員如何回應幼兒）、托教活動

的個人化程度、教室使用的語言（教師如何與幼兒說話）、教師如何規劃

課程、學習活動的適齡程度。 

蔡明昌（2002）將幼教品質概念化成「結構品質」與「過程品質」二

種，進一步來說，結構品質就是一般參照那些可控制的變項，例如師生比

例、教職員的教育背景與訓練情況等；而過程品質則參照在機構是否有提

供適宜的課程活動、教職員對幼兒的照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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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國賜等（2002）於全國幼兒教育普查計畫中，將公私立幼教機構生

態品質與內涵分成「幼教生態與環境」、「幼教師資專業條件」、「幼師待遇

及福利」、「幼教課程設計與內涵」等四層面來探討。 

白育琦（2004）以 AHP 層級分析法求得幼兒園教育品質構面之相對權

重，依權重值排序，幼兒園教育品質構面依序為：幼教歷程（15.8％）、園

所長領導（15.6％）、幼兒園策略規劃（15.2％）、教職員管理（14.2％）、幼

兒園經營策略（14.2％）、資訊分析與知識管理（12.6％）、家長關係（12.5

％）。這也表示，幼教品質可以指涉幼教歷程品質、教室品質，以至於幼

兒園品質與幼教體制品質，其所指涉的範圍愈來愈寬廣 

徐聯恩與劉蓁（2005）認為幼兒園品質是一個包含歷程品質、結構品

質、成人工作環境品質，以及服務與全面品質的多層次概念。其中，歷程

品質與結構品質，主要關懷的是幼兒在教室裡所經驗的幼教經驗；成人工

作環境品質關懷幼兒園內成人的組織經驗，這個經驗主要涉及園務行政和

園長領導的實務與效能，此三個層面可說為關懷幼兒的教室經驗與教職員

的組織經驗之「內部導向」的品質概念；而服務品質與全面品質的概念，

則進一步將幼兒園品質的概念範疇，從幼教歷程本身，擴展至親師互動、

家園互動，以及幼兒園內所有組織活動之「外部導向」的品質概念。 

徐聯恩與劉蓁（2006）提出幼兒園品質概念的內涵可由幼教歷程擴展

至全面品質，而幼兒園品質的衡量，也有由內部導向的幼教歷程，擴展至

外部導向的全面品質之趨勢。這同時也可以反映幼兒園評鑑的時代意義。

他們針對幼教品質相關文獻進行探討，整理出五構面 17 個次構面的幼稚園

品質量表的架構，繼之根據 NAEYC2006 幼教機構認證標準中，適用於幼

稚園者的 372 個準則，進行幼稚園品質量表的發展；歷經三個階段的修訂

後，發展出 55 題版。以下為幼兒園品質五大構面 17 個次構面項目。 

1. 結構品質：生師比與團體大小、教師教育與專業訓練、物理環境。 

2. 歷程品質：關係、健康、課程、教學、評量。 

3. 成人工作環境品質：工作環境、薪資與福利。 

4. 服務品質：親師溝通、親職教育、家長參與、家長滿意。 

5. 全面品質：全員參與、持續改進、社區資源共享。 

曹俊德（2006）分析國內外幼教品質相關文獻後，提出幼兒園教育品

質的概念可分為「園務行政」、「課程教學」和「設施安全」等三部分。「園

務行政」包括園所經營理念、園務行政領導、園所師生比例、園所行政運

作、教職員績效、園所薪資福利。「課程教學」包含幼教課程教學、家園

社區互動、幼兒保健營養、教師特質專業。「設施安全」包含園舍設備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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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教室教學規劃、教室設施管理與環境安全衛生。 

小結：歸納上述內容，從 Phillips 和 Howes（1987）將幼兒教育品質

分為歷程品質與結構品質之後，接著大多數研究者承續他們的觀點，因此

這個分類逐漸成為主流。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們追求更好的品質，擴展了

原有的觀點，所以從累積到現在的幼教及托兒品質相關研究中，我們可以

清楚看出，幼教品質的內涵除了歷程品質與結構品質外，也擴大到教師的

工作環境品質、幼兒園經營、家長參與及全面品質管理等；也就是說，從

原先關注於幼兒在教室裡所直接經驗的內部導向品質，擴展到幼兒園內所

有組織活動的外部導向品質概念。因此，幼兒園教育品質可說是一個包含

歷程品質、結構品質、成人工作環境品質，以及服務與全面品質的多層次

概念。 

 

伍、幼兒園服務品質的範疇 

 

服務品質的概念應用於教育界，即是一種教育觀的轉變，將教育視為

一種服務，將學生、家長、社會，以及教育組織中的員工都視為「消費者」

或「顧客」，瞭解他們需要什麼、要滿足他們的需求；要從服務的角度來

審視學校的一切工作，包括對內和對外的工作；秉持追求品質的精神，來

創造內外部顧客的利益。當然我們也了解任何教育機構最基本的重心應該

是其學習者的需求與觀點。但是這並不代表其他教育情境中的利害關係人

可以被忽視；他們的觀點與看法仍然很重要（Sallis,2002）。 

因此，幼兒園服務品質的範疇即是以「服務的角度」及「品質的概念」審

視幼兒園教育品質。換句話說，幼兒園服務品質的範疇和幼教品質的內涵

一樣；不同的是，我們從「服務品質」的角度來看待幼教品質，從服務的

概念來分析幼教品質，期望學校也要建立一套服務品質體系，注重學校系

統和過程的持續改進與創新（崔立新，2004），以此來持續提高幼教品質。 

 

除了前述許多學者發展與歸納的幼兒園品質，接著介紹 Goodnack

（2000）根據 Parasuraman et al.所發展出 SERVQUAL 量表的步驟，來進行

一系列焦點團體訪談。他訪談賓夕法尼亞州的西部、中部和東部 9 個校區

裡面具有代表性的小學、中學和高中 78 對父母。Goodnack 將這些訪談內

容分析及歸納到 19 個主要的期待構面中。這個研究中所定義出來的期望分

類綜合了：PTA（親師協會）之組成包含了 Effective School、Blue Bibbon 
Schools Program criteria、服務品質面向、服務品質滿意研究（SQSS）、馬

康包德理治國家品質獎指標、效能學校研究特色。以下描述這十九個家長

對學校服務的期待構面之內容： 
1.教職人員的個人特質（11％）：從管理者、教師及員工和孩子與家長的互

動中，家長感受到他們的人格特質。例如有家長說：「我真的認為我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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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有很多有經驗、有愛心及很會關心孩子的老師。」 
 
2.學校與家庭之溝通（10％）：包含家長期待學校人員的溝通方式、次數及

溝通品質。他們多次提及期待能有與教師及管理者的公開溝通專線，且

希望有能力在上學時間外還能和教職員工聯絡上。 
 
3.提供個別化以滿足學生需求（10％）：家長認為每個孩子都獨特的，他們

都有機會發揮自己的最大潛能，且學校可以滿足他們學業及情緒上的需

求。例如有個家長說：「每個孩子都應該有個別教育計畫（IEP）。」 
 
4.課程、進度及教學法（9％）：家長關心學校課業、課程形式的提供、家

庭作業的份量及一整年的在校時間。 
 
5.提供學生繼續升學或進入職場所需之技巧與知識（8％）：家長希望學校

能讓孩子有競爭力可進入大學、有能力找到工作，及希望學校可提供一

切讓孩子想要嘗試什麼都可以成功。 
 
6.學校對學生的高度期待、清楚的目標及全面品質管理（6％）：家長期待

學校可以為學生建立清楚的目標，且高度期望學生具有挑戰性。有些家

長明確表達他們對全面品質管理理念的贊同。 
 
7.教師及班級大小 Class Size（5％）：家長明確地表達出他們希望學校可以

聘請有良好態度的教職員工，及更多可以和學生一起討論的教師。也希

望學校聘請教學經驗豐富的教師，並避免延聘學校教職員工的親戚。家

長也多次聲明小班教學意味著老師更瞭解學生且可以提升教育品質。 
 
8.完整的教育及許多機會的提供（5％）：家長希望當學生對事物感到興趣

時，學校可以提供學生具有深度及廣度的教育機會。這也表示學校提供

學生很廣泛的教育機會及教學模式，且允許他們發展個別興趣。也有家

長對這部分的期待是放學後的校車、多樣化的額外課程活動、豐富的野

外行程和情緒發展的機會。 
 
9.歡迎家長及社區參與（5％）：這部分反映了父母對家長與社區參與的信

念，以及當他們參觀學校時教職人員給予的接待與反應。家長多次表示

當他們成為一個積極參與學校者時所得到的益處。有個家長說：「當更多

家長參與時，學校會進步。」家長也提到當他們參觀孩子學校時，希望

可以感受到學校的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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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紀律及管理（4％）：這個構面反映了家長對學生的紀律與管理之期待。

家長期待教師和管理者都有平衡的紀律系統，且有權威來妥善管理，但

是不要對學生太過嚴厲。一個家長說道：「我們也會詢問學校的紀律，我

不希望學生可以在校園各處奔跑。」也有些家長期望學校可以使用各樣

恰當的方法管理學生，當他們違反規定時，學校以著公平、明確且是一

貫地態度來讓學生為他們的行為負責。 
 
11.資金、支出及資源（4％）：家長期望瞭解學校如何募款及使用金錢。一

位家長說道他是以「學校如何運用它的經濟資源」來衡量學校。另一位

參與本研究的家長希望學校可以跟的上科技、更換舊的書本，並支持及

提供材料給老師。有些家長期望學校可以更關注學業，且應有優先順序

地善用經費。 
 
12.安全的學校環境（4％）：在這部分家長關心的是學校與校車的安全。家

長一再強調希望他們的孩子可以免於被欺負、威嚇、毒品及暴力的傷害。

很多家長期待安全的機器設備與校車，以及健康的環境。安全抵達學校

計畫—學校會通知家長，假使學生沒有於早上到校—得到許多家長的稱

讚。  
 
13.教師和主管的責任（3％）：家長屢次提及要求學校教職人員為其行為與

表現負責。部分家長建議應該設立教師檢驗系統，其中一個家長認為「家

長應該要有機會於年底時給予老師們評價」。另一個家長也說道：「我相

信學校主管會淘汰那些說自己不在乎或是僅在上班時間出現的老師。」 
 
14.學校和家庭、學生之間的信任與尊重（3％）：家長關心的是自己和學生、

社區人士及學校人員之間的信賴程度與尊重。家長希望學生和教師在言

語及行為上能彼此信任與尊重。一位家長說道他覺得很沮喪的是聽到一

位老師和學生對話時不尊重的語氣。 
 
15.學生喜歡上學且有歸屬感（3％）：家長表示他們希望孩子每天高興地從

學校回來、第二天興奮地再去學校，以及孩子相信他們是被接受的且隸

屬於學校團體。這些家長期望學校能夠讓學習變的很有趣，而非例行的

工作或是沈重的負擔。 
16.學業成績（2％）：家長期待學校學校的學業評分與報導過程是公平、正

確、適時且適當。多數家長希望老師能公平準確地評量學生的分數，且

適時提供學業上的資訊。他們也指出希望學校的評分系統是容易瞭解

的，且對孩子們是合適的。也有家長支持去除能力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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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教職人員的知識、能力與專業（2％）：家長期待學校人員接受過良好培

訓，且有最新的教育哲學。他們希望學校專業人員的行為能像成人一般，

並且不將私人問題及觀念帶進教室。家長也希望當他們的孩子有問題

時，學校諮商人員、護士及其他專業人員能夠確認孩子的問題並通知他

們，也能夠給予家長建議。 
 
18.設備（2％）：家長期望學校設施是舒適的、良好狀態的且具有象徵性。

他們也希望有乾淨的環境、有明亮的燈光、有舒適的溫度，且有足夠的

空間讓所有的學生使用，而不是過於擁擠。家長也希望學校設立在社區

中心，且每間廁所的門都是良好的。 
 
19.教育機構的領導與管理技巧（2％）：家長期望行政管理者的能力就像是

領導者、監督者、策劃者與管理者。他們也希望好的管理者可以為學校

創設風氣，也為每棟建築的秩序管理負責。一位家長說道「如果擁有一

位優質的校長，擁有很多優質老師的機會就會提高。」 
 

國小階段的家長對學校服務的期待構面依序為：「提供個別化以滿足

學生需求」（14％）、「教師及班級大小」（10％）、「學校與家庭之溝通」（9

％）、「教職人員的個人特質」（8％）、「學校對學生的高度期待、清楚的目

標及全面品質管理」（8％）。 
 

國小階段的家長對學校服務的期待構面比其他教育階段家長更重視

的是：教師及班級大小（小 10％；中 2％；高 4％）、學生喜愛上學（小 6

％、中 1％；高 2％）、設備（小 5％；中 1％；高 1％）。相較之下，「學業

成績」（中 5％；小 0％；高 2％）對中學家長較重要，而「校規與管理」（高

8％；小 4％；中 2％）對高中家長較為重要。 
 

本研究認為Goodnack（2000）以焦點團體訪談法所歸結之學校服務品

質構面較其他研究者以文獻分析所歸納出的學校品質或幼兒園品質構面

更具代表性。在此，順道一提先前研究者與這位美國賓州中學的校長

Goodnack先生通信聯絡時，深深覺得他也將服務的精神顯現於素未謀面的

我，因為閱讀Goodnack的論文時，偶有不了解之意，便會寫信詢問，之後

很快地就會接到詳盡的回覆，這令研究者很感動，也令人感受到服務就是

一種態度與關懷的展現。 

 

從 Goodnack（2000）所發展的十九個學校服務品質構面來看，也可了

解這些構面除了歷程品質與結構品質，也包含家長參與、服務品質及全面

品質管理等；也就是說，Goodnack 所歸納的十九個中小學學校服務品質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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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內涵與幼教品質內涵的範疇一樣。因此本研究主要根據 Goodnack

（2000）所發展的學校服務品質構面來建構幼兒園服務品質的內涵。 
 

陸、幼兒園服務品質範疇的劃分柒、幼兒園服務品質的相關研究 

 

Lovelock及Wirtz（2004）認為多數的製造業或服務業提供了消費者整

套的服務利益。也就是說，Lovelock及Wirtz將服務分為「核心服務」及「附

屬服務」。「核心服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概念，就是顧客最需要的利益。

而「附屬服務」可視為核心服務的延伸，「附屬服務」能夠增加核心服務

的價值與吸引力，而且附屬服務會形成差異化，並且成功地與其他企業明

顯區分。無論何種服務，核心產品（服務）早晚會因為競爭的增加以及產

業成熟而變成一般化（但假如公司無法致力於其核心要素，它最後依舊會

出局！）。因此，幼兒園經營者仍然應該持續找尋機會去改善核心服務，

但在成熟產業的競爭優勢中，往往是將焦點放在與核心服務同時提供的附

屬服務表現上（Lovelock及Wirtz, 2004, p90）。 

本研究認為幼兒園中最重要的「歷程品質」應視為「核心服務」，亦

即幼兒所經驗之幼教品質，主要包含師生關係、幼師態度、學習活動等；

但是與幼兒互動最為密切的是教師，教育服務品質的良窳也牽繫於教師，

因此教師的專業教育與技能格外重要。由於 Phillips 和 Howes（1987）認

為幼師專業訓練屬於「結構品質」，但為配合本研究需要，而將「幼師專

業訓練」歸納為核心服務。 

而「結構品質、服務品質、全面品質」這類核心服務的延伸應視為「附

屬服務」，也就是「歷程品質」以外的部分都屬於附屬服務。例如結構品

質是指教室層級的結構面向，它們提供歷程品質的背景架構，直接影響幼

兒所經驗的歷程品質；結構品質包括團體大小（或班級大小）、生師比、

幼師幼教經驗、幼師教育，以及安全、衛生與健康的環境、教材設備的品

質等；全面品質與服務品質強調重視顧客、重視組織文化的改變、注重態

度等（Sallis , 2001）。 

 

柒、幼兒園服務品質的相關研究 

 

一、馮燕（1998）進行托育方面相關研究時指出，欲提升品質，主要以建

立品質標準、人員訓練、資訊服務、以及服務網路為重點。 

 

二、台北市教育局（1998）設計出一份「選擇好的幼稚園檢核表」以提供

家長選擇園所時做為參考，內容設計係依據評鑑三大方向，包括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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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環境與設備、教保等，以這些大方向來評估園所品質。 

 

三、王保進等（2001）就當代教育觀點建立幼教指標時，即明確指出四種

提升品質的指標，分別為政策、教保、設備、行政。 

 

四、邱素薇（2002）應用Parasuraman et al.服務品質缺口模式之概念，進行

幼稚園之幼兒家長對幼稚園服務品質之看法以及幼稚園服務品質之

現況。獲致以下之結論： 

1.幼稚園服務品質衡量構面為「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

「保證性」以及「關懷性」等五構面。 

2.幼稚園之幼兒家長對幼稚園對幼稚園服務品質的期望頗高。 

3.幼稚園之幼兒家長對幼稚園服務品質表現的實際感受皆持正向肯定

的看法。 

4.幼稚園之幼兒家長對幼稚園服務品質之認知有缺口（落差、差距）

的存在。 

 

五、鍾榮中（2003）研究，針對台灣北、中、南三區幼稚園之幼兒家長進

行問卷調查，得到以下結論： 

1.台灣北、中、南三區消費者的幼教消費行為差異並不明顯。 

2.幼教產業之消費者其對重視之要素以師資、環境安全、教欲及保育

內容 為主。 

3.美語教學的受重視，導致幼教產業的教學型態面臨轉型。 

4.收費的偏高因景氣的低迷而再受重視。 

六、楊少明（2004）以訪談方式結合問卷由顧客端發展出顧客評估要素，

研究結果發現幼稚園六大服務品質之因素，包括「基本條件」、「教

保」、「服務」、「師資」、「設備」、「衛生與保健」。在基本條件中，「合

法立案」重要性最高，「形象」及「地點」次之。在教保方面，以「教

學方式」重要性最高，「教材」及「課程」等次之。在服務方面，「家

長聯繫」的重要性最高，「接送」次之。在師資方面，「老師」與家長

兒童互動的重要性最高，「園長」的學經歷亦相當重要。在設備方面，

以「戶外遊戲設備」的重要性最高，「教室設備」次之。在衛生與保

健方面，以「飲食習慣的養成」重要性最高。 

 

七、蘇俊憲等人（2005）進行以教育服務品質提升私立幼教園所經營之研

究，主要以滿足顧客（家長）需求為前提探討建構教育服務品質的執

行面來提升園所經營，依分析結果，得到幾點結果： 

1.獲知主要的提升教育服務品質執行構面為園所規劃與管理、園所內

部組織流程、教學設計、學習反應、軟硬體、園所與家長的互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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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方外部運作等。 

2.園所規劃與管理與其它六構面間，個別存在正向關係。 

3.園所內部組織流程與教學設計、學習反應、園所與家長的互動性等

有正向關係。 

4.教學設計與軟硬體、園方外部運作有正向關係。 

5.學習反應與園所與家長的互動性亦有正向關係 

6.在軟硬體方面，園所與家長的互動越高，對軟硬體反倒沒幫助，園

方外部運作對其則具正向關係 

7.園所外部運作與園所與家長的互動性會讓外部運作更明確。 

8.園所與家長的互動性因果關係，同時證實了服務品質取決於顧客的

看法。 

9.焦點團體訪談方面發現，家長認為教學設計、園方外部運作以及園

所與家長的互動性等三構面，才是家長認為明顯且具服務品質的重

點。其它軟硬體、學習反應、園所內部組織流程以及規劃與管理等

四構面，則是園所面對家長及經營時的基本必備條件。 

 

 

 
 

第三節  教師工作滿意度之定義與相關研究 

 
本節分為三部分討論；首先說明工作滿意度的意涵，接著是教師工作

滿意度與學校服務品質的相關研究。 

 
壹、 工作滿意度的定義 
 

何謂「滿意」呢？依據辭海的解釋：「意願滿足，即快意」。換言之，

意味著事物的發展或狀況能符合人的期望，因而心生滿足。 
 
工作滿意度（Job satisfaction）又稱為工作滿足，正式研究始自 Hoppock

（1935）著作的書籍「工作滿意度（Job satisfaction）」。他率先提出工作滿

意的概念，認為工作滿意是工作者心理與生理對環境的滿意感受；亦即工

作者對工作環境的反應。Seal and Knight（1988）認為工作滿意係指工作者

對工作的情緒、情意，或評價整體反應。 
 
至於工作滿意度的定義，因著研究者採取的觀點及研究的方法而有所

不同，然大致可從三個向度來討論工作滿意度的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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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綜合性的定義 
 
此種定義的特色是將工作滿意的涵意做一般性的解釋，而不細究組成

工作滿意各個構面的原因及過程。Kalleberg（1977）認為工作滿意是指工

作者對於目前本身工作角色之整體性情感取向。張苙雲（1987）指出工作

滿意度是個人對工作情境內部各類活動所產生的整體性主觀感受。 

 

二、 期待差距說（Expectation discrepancy） 
 

這種定義是以比較的觀點來闡釋工作滿意度；亦即工作滿意係指工作

者對工作及其相關因素的感受、知覺或情感的反應，這種感受或滿意的多

寡，取決於實際獲得的價值與預期獲得的價值之差距。差距越小，工作滿

意度越高；反之，則工作滿意度越低（許士軍，1977、1994；吳靜吉、潘

養源和丁興祥，1980；任晟蓀，1985；謝金青，1992；Poter＆Lwler , 1968；

Smith, Kendall＆Hulin , 1969）。 
 
三、 參考架構說（Frame of reference） 

 
這種定義認為工作滿意度的產生之主要原因並非來自工作的客觀環

境，關鍵的是工作者對這些客觀環境因素所抱持的知覺、評價與態度。而

這些知覺、評價與態度的產生是來自於工作者的自我參考架構，例如性

別、年齡、過去經驗、職位的高低等等。張春興（1998）認為工作滿意應

當是受到工作者的個人特質及工作因素兩方面的影響。 
 

綜上所述，工作滿意度乃工作者對其工作所持有的知覺、態度或情意

反應。而這種主觀的工作滿意知覺，都是由個人本身特徵及工作客觀因素

交互影響而產生的。 
 
因此本研究將教師工作滿意度定義為：係指教師在學校的工作情境

中，對整體工作或工作各層面所抱持的情感性反應（實際感受程度）。 

 
貳、 教師工作滿意度與學校服務品質的相關研究 
  

國內有關教師工作滿意度的研究文獻相當多，以「教師、工作滿意度」

為論文名稱於全國碩博士論文資訊網查詢，共得93篇。但針對學校服務品

質與教師工作滿意度關係之研究則僅有兩篇；陳建文（2004）發表的「國

民小學學校行政服務品質對教師工作滿意度影響之調查研究」，以及林義

豐（2005）所完成的「台南縣國小學校行政服務品質與教師工作滿意度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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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之研究」。接著分述其研究結果。 

 

陳建文（2004）在其「國民小學學校行政服務品質對教師工作滿意度

影響之調查研究」碩士論文中，主要目的在瞭解國民小學學校行政服務品

質以及教師工作滿意的現況。其次，為探求教師工作經驗、學校行政服務

品質與教師工作滿意度的影響關係，最後進一步探討學校行政服務品質對

教師工作滿意度之影響情形。 

經由資料的處理與分析，將研究結論歸納如下： 

一、國民小學教師認知之學校行政服務品質與工作滿意度現況良好。 

二、國民小學教師工作經驗對學校行政服務品質與工作滿意度產生正 

    向的影響。 

三、國民小學學校行政服務品質對教師工作滿意度產生正向且高度的 

 影響。 

 

林義豐（2004）在其「台南縣國小學校行政服務品質與教師工作滿意

度關係之研究」碩士論文中，以台南縣50所國民小學教師為對象，並探討

學校行政服務品質與教師工作滿意度的關係，進而分析學校行政服務品質

對教師工作滿意度的預測力。與本研究議題之相關發現摘要如下： 

一、台南縣國小學校行政服務品質的現況屬中上程度，以「可靠性」 

    的知覺程度最高。 

二、台南縣國小教師工作滿意度的現況屬中上程度，以「人際關係」 

    的滿意度最高。 

三、台南縣國小學校行政服務品質與教師工作滿意度有顯著正相關， 

    亦即學校行政服務品質愈高，其教師工作滿意度就愈高。 

    四、台南縣國小學校行政服務品質對教師工作滿意度具有顯著的預測

力，亦即學校行政服務品質的高低，可預測教師的工作滿意程度。 

 

參、 工作滿意度與服務品質的相關研究 

  

由於教師工作滿意度與服務品質相關論文實在太少，因此也查詢其他

機構之員工工作滿意度與服務品質之相關研究，並分述如下。 

 

蘇淑芬（2001）進行「社會工作員提供24小時保護服務之工作滿意度、

工作負荷與服務品質研究」。以各縣市政府及中華兒童暨家庭扶助基金會

所屬各地家扶中心實際從事24 小時兒童保護的社工員為研究對象，進行問

卷調查。以下摘錄與本研究議題相關之研究結果： 

一、「工作滿意度」與「工作負荷」呈負相關；「工作滿意度」與「服務

品質」呈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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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滿意度、教育年數、工作負荷等三項進入迴歸分析模式；與服務

品質有顯著關係存在；社工員服務品質的高低，可預測其工作滿意

度、教育年數及工作負荷的程度。 

 

林政祐（2003）以服飾零售業之銷售員及顧客為研究對象，進行「從

正面情緒達與工作滿意度之觀點探討組織氣候與服務品質關聯性之研究

─以服飾零售業為例」之研究。茲概述與本研究議題相關之研究發現如下： 

一、工作滿意度與服務品質之假設呈顯著正相關。 

二、組織氣候、正面情緒表達與服務品質間具有完全中介效果關係。 

三、組織氣候、工作滿意度與服務品質間具有完全中介效果關係。   

 

Schlesinger & Zornitsky（1991）以公司內部員工為對象進行研究，找

出員工對內部服務品質知覺、工作滿意度及服務能力之自我知覺間的關

係，研究結果歸納出四點： 

一、內部服務品質知覺與工作滿意度及服務能力自我知覺有正相關。 

二、工作滿意度、服務能力及內部服務品質知覺能提升留任意願。 

三、內部服務品質知覺與實際顧客滿意度不一致程度越大，導致工作滿意

度及服務能力越差。 

四、服務能力是促進工作滿意度的重要因素。 

 
Atkins、Marshall & Javalgi（1996）針對醫療組織的員工與病患進行問

卷調查，研究結果發現，員工滿意度與病患對看護的服務品質知覺間存在

顯著相關，員工滿意度影響看護品質與病患忠誠度，對醫院的收益亦有相

關。因此，研究建議醫療組織應該要緊密地與人力資源部門結合，了解員

工的工作環境及維持高水平的工作滿意度，定期評量員工滿意度，以作為

監測服務品質的方法。 

 

    小結：綜合上述，其研究皆發現「工作滿意度」與「服務品質」有顯

著正相關，也就是說，學校或組織內的服務品質會影響員工的工作滿意

度，而且員工的工作滿意度也會因著較高的內部服務品質，而相對提高。 

 

而Atkins等三人（1996）研究結果發現，醫療組織員工的工作滿意度

與病患對看護的服務品質知覺間存在顯著相關，且影響病患忠誠度，因此

也影響了醫院的收益。Schlesinger & Zornitsky（1991）也發現員工內部服

務品質知覺與實際顧客滿意度不一致程度越大，導致工作滿意度越低。 

 

筆者好奇的是幼兒園服務品質之高低，是否會影響教師工作滿意度？

再者，本研究要進一步探討學校行政服務品質與教師工作滿意度的關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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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是否存在著正相關？負相關？抑或沒有關聯？此外，教師服務品質知

覺和家長服務品質知覺是否有差異？若是有差異存在，是否和教師工作滿

意度及家長滿意度有相關？而家長滿意度的高低是否會影響幼兒園的招

生情況？因此，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主題。 

 
 
 
 

第四節  顧客滿意度之定義與其相關研究 

 
合法賺錢且成長的企業叫做好企業，但幼兒園這類的非營利組織不追

求利潤，怎樣才能稱的上「好」呢？我們可以從學者司徒達賢所發展的

CORPS 模式來討論幼兒園，幼兒園中的 C（例如學生）、R（例如捐款的

家長或他人）、P（例如教師）都是幼兒園組織中的一部份，假若他們對幼

兒園感到滿意，就會進而產生認同，因認同而又凝聚向心力。因此幼兒園

組織的決策核心，有項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使他們都能對幼兒園感到滿意並

產生認同（司徒達賢，1999）。這類指標稱為「滿意度」。 
 
所以，接下來將探討顧客滿意度之定義、滿意度的影響因素、顧客滿

意度的衡量，最後是整理家長滿意度與學校的相關研究。 
 
壹、 顧客滿意度的定義 

 
Cardozo（1965）將滿意度（satisfaction）應用在消費者與商業行銷上。

Cardozo（1965）認為顧客滿意（customer satisfaction）會增加顧客再次購買

的意願，並且會購買其他產品。之後，有更多的學者指出顧客滿意的意義

與其主張。綜合各學者對顧客滿意一詞的定義彙整，如表 2-5-1： 

 
表2-4-1 各學者對顧客滿意之定義彙整 

學者（年代） 顧客滿意之定義 
Howard & Sheth（1969） 
 

顧客滿意度，係指顧客對於所購買某一種產品

的付出與所獲得的補償，是否足夠的一種認知

狀態。 

Westbrook（1980） 顧客滿意是以個人情感為衡量基礎，認為消費

者只要覺得好便會產生滿意；反之，若覺得不

好便心生不滿。 

Churchill & Surprenant 顧客滿意度，是一種購買與使用產品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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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是由購買者比較預期結果的報酬和投入成本

所產生的一種知覺感受。 

Peter & Olson（1993） 顧客滿意度是顧客購買前的期望被實現或超

前的程度。 

Engel, Blackwell & 
Miniard（1995） 

顧客滿意度，是顧客在使用產品之後，會評估

產品績效與購買前信念二者之間的一致性，當

二者間有相當的一致性時，顧客將會獲得滿

足；反之，將產生不滿意的結果。 

Philip Kotler（1996） 
 

顧客滿意度，是顧客所知覺到的產品績效（功

能特性），與個人的知覺期望，兩者之間差異

的函數。 

Hallowell（1996） 顧客滿意度是知覺服務品質與知覺價格之差

異。 
註：研究者自行整理 
 

此外，Zeithaml ＆ Bitner（1996）也指出，顧客滿意度與服務品質可

視為單獨的服務接觸（傳輸）水準，亦可視為一整體性的水準，且由於滿

意度通常被視為比服務品質評量有著更寬廣的概念，故知覺服務品質應是

顧客滿意度的組成成分之一。他們提出服務品質包含顧客所知覺的五個服

務品質構面，而滿意度則是更寬廣的受到服務品質、產品品質、價格、情

境因素及個人因素的影響。 

 
綜上所述，本研究者認為顧客滿意度，係指顧客事前的知覺期望與所

知覺到的知覺服務品質的相對程度，且服務品質是形成顧客滿意的重要原

因之一（Parasuraman、Zeithaml & Berry , 1988）。 
 
貳、 滿意度的影響因素 
 

影響顧客滿意度的因素歸納幾個重要因素：價格、品質、及個人因

素。 
 

一、 價格因素 
 
張百清（1994）認為影響顧客滿意度的直接要素之一就是商品，而與

商品有關的項目包含價格。Voss、Parasuraman & Grewal（1998）認為期望、

績效與價格，三者共同決定顧客滿意度。Athanassopoulos（2000）則提出價

格是影響顧客滿意度的關鍵決定因素。因此價格的重要性不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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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品質因素 
 
Zeithaml & Bitner（2000）認為顧客滿意度會受到服務品質、產品品質、

價格、個人與情境因素的影響，其中服務品質由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

保證性及關懷性五大構面組成，此五大構面是影響滿意度的重要變數。

Oliver & DeSarbo（1988）認為服務品質是顧客滿意度的先行變數。張百清

（1994）和衛南陽（1997）皆認為顧客滿意的構成要素之一是服務，其中

包括服務品質。 
 

三、個人因素 
 
Zeithaml & Bitner（2000）認為個人因素是影響滿意度的重要變數。例

如醫院的病患（例如年齡、性別），對醫院與健康照護服務的滿意度有顯

著的差異。林燈燦（2003）指出顧客會根據自己所見所聞、以及親身經歷

的服務，去評斷每一家公司。因此，顧客因著個人背景及經歷的不同，而

對同樣的服務或產品有不同的感受，所以滿意度也隨之不同。 
 

綜合上述，影響顧客滿意度的因素繁多，顧客不僅關心產品本身，價

格、服務品質、口碑，及過去經驗等都會影響顧客滿意度。因此，幼兒園

若想成為卓越的組織，就不能僅止於追求更適合幼兒身心的教學與保育，

還必須要能「接近顧客」（keeping close to the customers），且要達成顧客的

需要和希望（Edward , 2001）。 
 
參、 顧客滿意度的衡量 

 

顧客滿意度的衡量在作法上有三種方式（引自陳澤義，2005，p.115）： 

 
一、 直接衡量顧客滿意程度，亦即 SQ（CS）＝P 

顧客滿意（customer satisfaction；CS）可由服務品質（service quality；

SQ）的實際績效（performance；P）來表示。Cronin & Taylor（1992）認為

直接衡量最能正確地衡量出顧客滿意度。 
 
二、 個別直接差異衡量顧客滿意，亦即 SQ（CS）＝（P）－（E） 

顧客滿意可藉由個別實際服務績效（P）與顧客期望（E）的差距來表

示，Parasuraman、Zeithaml & Berry（1993）建議採用直接差異衡量。 
 
三、 績效與期望的差距衡量法，亦即 SQ（CS）＝（P－E） 

顧客滿意可由服務績效減去顧客期望後的差距（P－E）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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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suraman、Zeithaml & Berry（1994）建議採用績效與期望的差距，理由

是此法可獲得最多訊息，以協助管理者切實掌握改善經營績效。 
 

小結；本研究採取第一個方式「直接衡量顧客滿意程度，亦即 SQ（CS）

＝P」來衡量家長與教師對幼兒園服務品質的滿意度。 
 
肆、幼兒園家長滿意度之相關研究 
 

學者鄭燕祥（2006）認為家長的資源、經驗和知識，有助於促進教育

的發展和營運。而孫立葳（2000）在其《幼稚園經營：品質指標之理論與

實際》一書中更直接提出不滿意的家長對幼兒園最直接的影響是減少招生

的來源。所以瞭解家長的需求與所想，以規劃設計出更好的幼兒園整體服

務並使家長滿意是重要的。 
 
以下整理高幸聰(1993)所研究的「從專家學者、幼兒家長暨保育員之

意見探討提昇托兒所品質之研究－以台北市、台中市為主」、洪巧音（2003）

「幼托園所家長托育服務品質需求與滿意度之研究」、陳慧英（2003）「家

長對幼兒親子運動會服務品質滿意度之研究∼以中和市幼兒親子運動會為

例」、劉育吟（2005）「台北市公私立幼稚園家長對教育服務品質需求與滿

意度之調查研究」。 
 

（一）家長對幼兒園教育服務品質最為滿意的前三項： 
劉育吟（2005）他的研究結果發現，依序如下：  

1.「老師經常微笑、擁抱孩子、鼓勵孩子」。 
2.「老師會很注意幼兒安全」。 
3.「教學活動進行時，老師能全心帶領且參與幼兒活動，不做其他雜務」。 
 

洪巧音（2003）他的研究結果發現，依序如下： 
1.「老師儀容整潔、穿著合宜，能與孩子們一起活動」。 
2.「老師經常微笑、輕撫與擁抱孩子、鼓勵孩子」。 
3.「提供行事曆、課程計劃表、各項活動記錄及社區活動訊息」。 
 

高幸聰(1993)的研究發現在滿意程度上，幼兒家長及保育員在整體方

面都以處於滿意狀態最多；在屬於滿意部份，幼兒家長以保育員的人格特

質為最滿意。 

 
（二）家長對幼稚園教育服務品質滿意最弱的前三項： 

劉育吟（2005）他的研究結果發現，依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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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托時間能配合我的工作時間」。 
2.「幼稚園能回饋社區，如能適宜開放幼稚園資源給社區使用(如：親子講   
   座、邀請鄰里來參加)」。 
3.「幼稚園環境設備、教材、教具整齊清潔，有定期消毒」。 
 

洪巧音（2003）他的研究結果發現如下，依序是： 
1.「不安排注音符號、寫字課之團體教學與紙筆書寫的家庭作業」。 
2.「廁所清潔無臭味，排水良好且有止滑設施」。 
3. 「環境設備、活動場地與器材之銳角處或凹陷處能進行安全防護處理或 
    措施」。 
 

陳慧英（2003）他發現家長對幼兒親子運動會在整體服務品質上呈現

不滿意的評價，依序為： 
1.「安全性」。 
2.「便利性」。 
3.「禮貌性」。 
 

高幸聰(1993)的研究發現在屬於不滿意部份，幼兒家長及保育員皆以

平均每名保育員照顧的幼兒人數感到最不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