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貳章   文獻回顧與資料分析 

    本研究目的即是從服務業服務品質及滿意度的觀點，探討有線電視數位機上

盒推廣的服務品質及滿意度間的關係。所以，本章將敘述有線電視數位化及機上

盒推廣現況與特性，並就服務、品質、服務品質及滿意度相關理論文獻進行探討。 

         

第一節  有線電視數位化及機上盒推廣現況與特性 

壹、數位電視簡介 

    Digital-TV 簡稱為 DTV，中文叫做數位電視，是電視訊號的製作以及傳送過

程數位化的電視產業。數位電視能夠提供收視戶超越傳統類比電視的高畫質、高

品質影音與個人化服務的電視廣播技術。 

    數位電視的傳輸方式也可以傳送多元化的檔案，如互動(Interactive)和電

視商務(T-Com)等等。例如付費節目、隨次計費節目、電影選播系統、歌唱點播、

新聞選取、電視線上購物、電玩、居家銀行及網際網路等新穎服務。 

隨著數位多媒體科技的進步，數位化已是電視產業發展之必然趨勢，為提昇

相關產業在全球之競爭力，政府將「數位台灣計畫」列為「挑戰 2008 國家發展」

重點計畫之一，積極輔導相關產業朝向數位化與加值應用服務的規劃推動，以帶

動相關資訊、家電、傳播‧‧‧等產業間的技術整合與資源共享，提供民眾更優

質之數位多媒體生活。(2004 交通部電信總局) 

    在傳播科技與社會結構的引領下，台灣電視產業從有線電視瓜分市場，到數

位傳播時代來臨，台灣的電視產業應如何在此一環境下蛻變成長，並結合網路、

有線、衛星，已成為刻不容緩的問題。 

    世界上數位電視的發展已歷經許多年，但隨著電子及資訊技術的進步，新的

構想也不斷的冒出，由 1970年代 NHK利用類比的 MUSE 系統首先以試播的方式推

出了高畫質電視廣播，開始了數位電視競爭的熱身賽。在 1986年原本美國已經

決定支持日本的 MUSE 系統成為世界標準，但因歐洲國家反對而作罷。同年歐洲



的幾家大公司合作成立了 EUREKA95，這是一個專門為發展高畫質電視的合作組

織，而且獲得歐盟的財務贊助。EUREKA 發展出了一套名為 HD-MAC 的類比系統，

但由於畫質以及回溯相容的成本問題，在 1993年宣佈放棄 HD-MAC。 

    1988年美國 FCC 協助成立了負責評選高畫質電視廣播標準的組織，1994 增

你至系統的部分被選中，1996年 FCC 終於公佈了新的高畫質電視標準 ATSC，這

也是數位電視標準的濫觴。接著歐洲的產業聯盟 DVB 也在 1997年正式推出了數

位電視標準 DVB。 

    對我國而言，廣電數位化是政府的既定政策。早在 1992年 10 月，經濟部就

成立了「高畫質視訊工業發展推動小組」，負責執行數位電視計畫。初期，該小

組是以推動「高畫質電視」(High Definition Telivision,HDTV)為目標，但由

於高畫質電視與傳統電視在規格、架構以及成本上的差異太大，考量市場因素以

後，改以發展世界各國市場接受度較高之數位電視(Digital Telivision,DTV)，

再逐步推動高畫質電視。 

    目前，政府已經完成部分有關數位電視傳播法規的擬定、籌設許可的核發、

預算的編列優惠鼓勵措施的訂定等等。在 2002年 5 月 8 日行政院所公布推動的

「六年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中，也擬定有「數位台灣計畫」，其願景

為運用資訊與通訊科技，加速台灣邁向高效能政府與形成高品質資訊社會，以建

設台灣成為亞洲最 e化的國家。 

    其中的「數位娛樂計畫」，便是以推動無線電視與有線電視數位化的主要計

畫。其主要實施策略包括有： 

    一、協助無線電視台完成數位化硬體設施、全台發射網、共同鐵塔等設備，

促使早日開播數位電視。 

    二、在數位電視普及前，先開闢頻道播放優質數位節目。 

    三、協助推廣數位機上盒(Set-Top Box,STB)，以利有線電視數位化。  

    根據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統計，目前數位電視只有幾萬台，比例不到

1%，因此，預估未來 6年，數位電視商機潛力雄厚，而家電、資訊業者，以及媒



體業者將傾全力搶食這塊市場。行政院於 93年 12 月底財經會報通過數位電視導

入時程及配套措施方案，明定 2006年元月起所有 29 吋電視必須內建數位接收

器，2007年元月起 21 吋電視必須內建數位接收器，預計 2010年底全國數位電

視的普及率將達 85%。 

    資策會市場情報中心統計指出，目前全球數位電視普及率最高的是英國，普

及率約 50%，其次是德國、芬蘭。 

    台灣未來數位電視將面臨的挑戰，一來是成本有待降低，其次是品質仍待改

進。再者是政策一旦確定，政府要提出未來電視數位化後的因應策略。義大利在

推行數位電視前，除了先把規格定出外，並對購買用戶進行補助。(台灣日報，

民國 93年 12 月 20 日) 

 

貳、數位電視機與類比電視機的差別 

    所謂數位電視機區分的標準是：電視機內的接收器能否接收數位訊號。 

 

參、數位電視的主要優點： 

一、提供更好的影像與聲音品質。 

    現行使用的傳統類比電視，影像解析度較低、畫面易閃動、訊號受干擾易產

生「鬼影」；而數位電視，可避免外界的干擾，「鬼影」與畫面模糊便不存在。尤

其是高畫質數位電視可以將 525 條掃描線提高到 1080 條，亦提供了清晰、鮮艷、

穩定且生動的高品質電視畫面。除此之外，由於數位訊號可壓縮的特性，使得數

位電視訊號可同時傳送媲美電影院音效品質的 6聲道杜比數位環繞音樂效果，取

代傳統的 2聲道立體音效。 

二、電視節目頻道的劇增。 

    電視廣播數位化之後，原有類比電視廣播所需要的一個頻道的頻寬，可以壓

縮而廣播 4到 6個 SDTV 電視頻道節目，或 1到 2個 HDTV 電視頻道節目。目前台

灣的有線電視系統大都有 78 個類比頻道，而直播衛星節目因為已經數位化，所



以至少都有百餘個頻道，用戶如何知道何時且在那一個頻道有什麼節目，此時拜

數位化所帶來的電子節目選單(Electronic Program Guide；EPG)之賜，除了提

供分類節目時間表，如文藝電影、科幻、運動、新聞等，用戶更可聚集特定類型

的節目，這是類比系統所無法做到的。有了電子節目選單之後，可免除收視者漫

無目的在各頻道中切換，增加用戶的觀看樂趣。 

三、節目鎖碼更為安全防止私接戶。 

    父母可在電子節目選單上設定額外的密碼，以防止未成年人收看色情或暴力

節目；另一方面，用戶必須購買或租用機上盒透過條件式接取(Conditional 

Access；CA)，而不能在市面上隨易買個解碼棒或被破密的定址解碼器就來收視

付費頻道，如此一來，便能保障頻道商及系統業者的權益。 

四、可以增加許多新型態的服務。 

    除了可提供付費節目外，由於互動(Interactive)技術的使用，還可提供隨

次計費節目、電影選播系統、歌唱點播、新聞選取、電視線上購物、網路電玩、

居家銀行及網際網路(Internet)等新服務。  

 

肆、機上盒 

    由於數位電視動輒數千美元，價位比類比電視高出很多，所以收看數位電視

最經濟的提案是以類比電視外接數位視訊機上盒(STB)，這個轉接設備通稱為機

上盒。也有人將機上盒稱為視訊接收解碼器，又稱為整合接收機(Integrated 

Receiver Decoder；IRD)。(何浩銘，2001) 

    早期的機上盒功能十分簡單，近來因科技的發展與市場需求的推動，目前的

機上盒已具有接收數位訊號、解調變、解多工、解壓縮、解密、處理視訊轉換、

接收用戶搖控、雙向互動式資訊擷取⋯等功能。其中解密的部分是利用條件式接

取(Conditional Access；CA)裝置來將所接收到經過加密處理的數位節目訊號予

以解密處理，而互動(Interactive)是植入互動「中介軟體」(Middleware)以及

回傳機制來達成。由於條件式接取、互動中介軟體、與回傳機制的採用，使得各



種系統服務業者可以藉由機上盒來提供數位視訊以及多媒體服務。 

    機上盒只是目前數位廣播電視暫時發展的過度期，長期來看當數位電視的發

展趨於成熟時，機上盒的附加功能與介面標準化後，將可能與數位電視機相整合

成為一體。 

 

表(2-1)機上盒的種類與功能 

 基本型 

(BASIC)

標準型 

(STANDARD) 

豪華型 

(LUXARY) 

條件式接取 

(Conditional Access；

CA) 

無 有 有 

中介軟體(Middleware) 無 有 有 

回傳機制 

(Return Channel) 

無 

單向功

能 

＊電話線 or ADSL 電

話線回傳 

＊雙向功能 

＊電話線 or ADSL

電話線 or行動

電話 or 無線電

話回傳 

＊雙向功能 

交通部電信總局(2004)，本研究整理 

 

伍、數位電視傳輸的方式與規格 

大眾電視廣播的方式，目前對於大眾電視傳播主要有： 

一、地面無線電視 

    無線電視台將其節目訊號經由天線以電波形式發射，電波沿著地表將節目訊

號傳送出去。收視戶經由天線接收電波訊號後，將電波導入接收器後，再將收視

戶想要收視的影音內容顯示出來。 



    地表無線電視的優點是電波的穿透力很強，在成本相對較低的狀況下，即可

對大區域的收視戶提供服務。而地面無線電視的缺點是較容易受到特定地形地物

的影響造成收視不良的問題。未來改用數位電視廣播後，因為訊號數位化可以比

較不受雜訊干擾的影響，使收視者享受更高品質的聲音與影像。 

二、衛星電視 

    由於衛星成本非常高，所以衛星電視幾乎都已經數位化了。衛星電視是將數

位化後的節目內容訊號由地面上鏈(Uplink)傳送到衛星上，再由衛星對地面特定

的大區域廣播。收視戶端需架設碟形天線對準特定的衛星來接收衛星電視訊號，

訊號經由特定的機上盒處理後收視。 

    衛星電視廣播的優點是訊號涵蓋區域廣大，偏遠地區也可以收視。其缺點是

衛星投資成本極高，而且對一般收視戶而言，因使用之頻道特性關係，訊號容易

受天候影響而造成訊號品質降低。 

三、有線電視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透過其自行鋪設的纜線網路來傳輸電視廣播訊號，收視戶

將纜線接頭連接到接收器(傳統類比電視機通常已經內建)或特定的機上盒後，再

將收視戶的選擇將想要收視的影音內容顯示出來。未來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採用數

位廣播後，須採用混合光纖同軸電纜線(Hybrid Fiber Coaxial；HFC)加上傳輸

數位電視的訊號頻道與模組。目前國內有許多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已經將其網路升

級為 HFC了。 

    有線電視廣播的優點是，所能提供的頻道節目數較多，不受地形以及天候影

響。其缺點是涵蓋範圍有限，而且線路鋪設及維護不易。 

 

陸、國內數位電視發展的四大主流 

    我國發展數位電視有四種主要發展型態，第一為政府主推的數位無線電視，

以五家無線電視台為主，以歐規的 DVB 系統為標準，成立一數位聯合辦公室，希

望能夠共同發展數位電視，成立共同傳輸平台，不過從近幾年無線台的財報表上



可知，其在營運上皆是虧的狀態，所以相對於有線電視而言，較不積極從事數位

化的工作。政府在「數位娛樂計畫」中預計撥款 18 億給無線電視作為補助，希

望無線電視能夠帶動有線電視的數位化。目前發展速度最快的為中視，已經開始

在全省各大醫院播出「My Life」的數位頻道節目，但發展的腳步還是相對落後

於有線與衛星電視。 

    另外，進入數位電視市場的，還有以衛星和網路傳輸的年代電通，及有線電

視系統業者東森、和信、卡萊爾。年代電通所發展的 IDTV 是運用衛星和網際網

路結合，透過電腦為介面的數位電視服務，目前主要是針對企業、學校或社區組

織進行推廣活動(年代電通公司簡報資料，2002)。東森、和信、卡萊爾，目前則

是以台中以北的地區，逐步推動數位電視頻道，民眾可以以買斷，或支付押金與

月租費的方式，申裝數位機上盒，即可看到數位電視節目。目前，三家業者旗下，

已各有若干系統台獲得政府審核通過，變更營運項目(戴國良，2002；辛澎祥、

歐建智，2002；張美娟，2003)。 

    中華電信亦推出 MOD 進入數位電視市場，不過，由於有線電視業者的抗議反

對，政府政策又不明，加上中華電信本身並沒有製作電視節目，亟需要尋找數位

內容提供者合作。以上四種數位電視發展走向，在播出技術上已逐漸成形，但仍

以有線電視業者發展腳步最為領先。 

    不過無線數位電視以及中華電信 MOD 未來的發展仍然不能小覷，在無線電視

方面，根據 2004年 8 月 27 日中時晚報報導，未來國內的民眾將有更多收視無線

電視節目的選擇機會。新聞局未來要強力介入無線電視數位化頻道規劃作業，針

對數位化後壓縮出來的 30 個頻道，將由新聞局成立的審議委員會逐案審查五家

無線台所提出的頻道規劃申請案，預計將在 2005年 12 月 26 日正式開播數位無

線電視台。依新聞局的規劃，未來 30 個規畫頻道中，將保留五家無線電視台的

主頻道，其餘 25 個規畫頻道則自明年 1 月 1 日起到 6月底止，為期半年由五家

無線電視台優先開放申請，由新聞局成立獨立之審議委員會逐案審查核發執照。

而數位規畫頻道審議作業將三台類比頻道的換照作業分開辦理，自明(2005)年 7



月 1日到 12 月 26 日進行審查與發照、開播準備作業。 

    同時，新聞局表示(中時晚報 2004年 8 月 27 日)，為了普及數位無線電視收

視率狀況，新聞局將協調經濟部、財政部等部會，制定數位電視機與數位機上盒

的產製獎勵措施，希望未來數位機上盒的價格能降到 2500 元，大幅提昇民眾購

買的意願。 

    未來無線電視數位機上盒，依新聞局的構想，將與有線電視發展的收費機上

盒作區隔。新聞局希望提供有線電視與無線電視不同的競爭平台，提供不願或花

不起錢的民眾收看三十個免費的優質節目，內容包括新聞、新知、綜藝、戲劇、

電影、音樂、體育、族群及外語教育、兒童等，彼此不重複。 

 

表(2-2)無線電視數位頻道整體規劃政策時間表 

階段 時程 內容 

試播 2004.07.01~2004.12.31 1.五家無線電視台自訂

數位頻道營運計畫試播 

2.政府於 2004.12.31 前

公告「規畫頻道」詳細內

容 

規頻道申請準備 2005.01.01~2005.06.30 1.五家無線電視台研擬

「規劃頻道申請案」 

審查、發照與開播準備 2005.07.01~2005.12.26 1.對申請案進行審查、評

選與發照 

2.五家無線台進行開播

準備。 

正式開播 2005.12.26 1.黨政軍退出三台。 

2.公共化之無線廣播電



視集團成立。 

資料來源：行政院新聞局；自由時報(2004.8) 

 

另外在中華電信 MOD 方面，根據 2004年 10 月 6 日經濟日報報導，中華電信

多媒體隨選視訊(MOD)技術到位，最近準備釋出第三批機上盒(STB)採購標案，數

量高達 40 萬套，配合隨選卡拉 OK、線上教學、電視購物等新頻道推出，今(2005)

年中華電信將全力衝刺 MOD 服務。 

中華電信去(2004)年 3 月推出 MOD 服務時，打著前半年免費的訴求，帶動市

場一度出現供不應求盛況。不過歷經半年，近 2萬名用戶選擇退租或取消申裝預

約，用行動為 MOD 的未來投下反對票，細究原因，「內容」不足是最大的致命傷。

目前中華電信 MOD 只有 16 個頻道，預計年底前增加到 20 個，相較於有線電視提

供的節目內容高達上百種選擇，吸引力明顯不足。中華電信北區分公司，總經理

薛紀建坦承，取得內容授權不易，是現階段發展 MOD 的最大難題。 

其實台灣有線電視發展已久，中華電信想要正面衝突，成功機會不大，最好

的辦法是力求「差異化」。中華電信以「隨選」優勢切入線上教學市場，先推出

空中英語教室頻道，接下來還打算與空中大學合作。薛紀建說，過去空中大學以

電視轉播課程，是打破空間限制，但有了 MOD 後，更進一步打破時間限制。 

另外，中華電信也善用 MOD 頻道不受限制的優點，配合旗下新設的 Hotspot

營業據點中的錄音室，提供民眾到錄音室錄音，然後將錄影實況上傳到 MOD 頻

道，一圓愛秀一族的「明星夢」。 

中華電信將採購 40 萬套 STB 設備，希望今(2005)年 MOD 用戶數能達到 40

萬戶，跨過規模經濟門檻。如此一來，將有助中華電信提高與內容業者的談判籌

碼。 

由以上資料顯示，放眼未來，有線電視將面臨強大的競爭對手，若不趁此時

機鞏固既有收視戶，「第一大媒體」的寶座將很快拱手讓人。 



柒、以下針對國內目前有線電視數位化發展現況作一比較分析： 

一、主要發展業者之營運營收、硬體數位化規劃與執行進度 

國內自從開放有線電視合法經營後，有線電視訊速發展，根據尼爾森行銷研

究顧問公司 2003年的研究顯示，無線電視與有線電視平均收視率消長比較，2003

年無線電視收視率為 30%，有線電視為 70%；另根據潤利公司統計，無線電視與

有線電視有效廣告量的消長比較，2003年無線電視廣告量為 26.3%，有線電視廣

告量為 73.7%，顯示無論從產業商機或民眾收視習慣觀之，有線電視自 1993 有

線廣播電視法公佈施行，1995 與政府公權力抗爭二十餘年的「第四台」取得第

一批正式的經營許可證，正式加入台灣電子媒體界的戰局，1998 第一家有線電

視公司(基隆市吉隆)開播，短短數年，有線電視已躍升為台灣第一大媒體。 

因此，國內已有若干有線電視業者投入發展數位電視服務，亦即東森、和信

與卡萊爾集團。這三家集團，原來就是國內有線電視多系統經營者之五大集團之

一，在擁有的系統數、獨佔經營區，都具有相當大的競爭優勢。為了能繼續維持

固有的市場競爭力，而不被其他正在進行數位化轉換的媒體所淘汰，這三大集團

分別由旗下之「東森媒體科技」、「中嘉網路」，以及「台灣寬頻通訊顧問」等公

司，投入開發數位電視事業之經營。經營區域，初期均以台北市、台北縣、基隆

市、桃園縣、台中市等人口密集的都會型地區試辦，台中以北的有線電視收視戶，

只要安裝數位機上盒，就有機會收看到系統業者所提供的數位加值頻道。目前，

這三家業者均已完成了數位頭端的建置，在網路設施的升級工作方面，也正積極

地進行，且分別已有數家的系統台，獲得新聞局審核通過變更營運計畫及硬體查

核等項目(轉引自蔡念中，張美娟，2003)。 

 

 

 



表(2-3)東森、和信、卡萊爾集團數位電視模式比較 

 東森集團 和信集團 卡萊爾集團 

數位電視事業經

營單位 

東森媒體科技集團 中嘉網路科技 台灣寬頻 

通訊顧問 

擁有之系統數 12 家(7 家為獨占) 12 家(4 家為獨占) 5 家(五家為獨占)

擁有之收視戶數 

(新聞局數據) 

約 100 萬戶 

(約占全國 18.8%) 

約 100 萬戶 

(約占全國 18.8%) 

約 57 萬戶 

(約占全國 7.8%)

數位頭端情況 已建置 DVB數位 

頭端耗資 4億 

已建置 DVB數位 

頭端耗資 7億 

已建置 ATSC 

數位頭端 

網路設施情況 約 60%升級完成 約 15%升級完成 約 10%升級完成 

通過變更營運計

畫與硬體查核之

系統數 

陽明山、新台北、金

頻道、大安文山等十

一家 

吉隆、新視波、北

健、長德、麗冠、萬

象六家 

群健、南桃兩家(

目前發展地區 台北市為主 台北縣、基隆市為主 桃園縣、新竹縣、

台中市為主 

數位訊號標準 DVB-C64QAM 

ANNEX A 

DVB-C64QAM 

ANNEX C 

ATSC 

CA 系統 Nagra Vision NDS Motorola 

界面 

(Middleware) 

OPEN TV NDS Motorola 

數位機上盒 

(STB) 

ADB/PACE ADB Motorola 

(轉引自蔡念中，張美娟，2003)。 

 

 



二、主要發展業者之經營模式與服務內容 

    由於目前政府對於數位機上盒的安裝以及付費頻道的價格審核等項目，均採

取介入且嚴格審議的態度，因此，各家業者所推出之數位機上盒的安裝及付費頻

道服務相關價格，多相當接近。例如：若以買斷方式安裝數位機上盒，業者所訂

的價格多在 5,000 至 6,000 元之間；若是租數位機上盒，月租費用都在 200 元左

右。至於付費頻道每月月費，一般也均在 200 元上下(黃玉珍，2003)。然而 2003

年 8 月，台北市政府核定機上盒買斷的價格為 3,500 元，月租費 140 元。 

    至於仍處於開發階段的數位電視服務內容，大致上仍不外乎電視影像(視

訊)、無線廣播(音訊)，以及資料傳送(資訊)等三大類。雖然各家業者所訂定的

服務價格都很接近，但為了掌握自身的競爭優勢，並與其他競爭者產生市場區

隔，各家業者仍規劃出不同的經營模式與服務內容，以擴大自身之市場占有率。

各家主要之經營模式與服務內容，分別說明如下： 

(一)東森媒體科技 

    東森與和信集團，均是在 2002年 9 月初，公布即將推出數位電視服務。發

展初期，東森先針對旗下的地方有線電視系統，配合新推出的付費頻道，推廣用

戶安裝數位機上盒(東森取名為「e-box」)。其訂戶可以以買斷，或付押金，再

付每月租金的方式，安裝數位機上盒(STB)並收看免費頻道，租用滿兩年，數位

機上盒即歸收視戶所有。如果要訂購付費頻道，則需要額外付費。東森原有的有

線電視收視戶可以自由選擇是否要申請安裝數位機上盒，收看數位電視(歐建

智，2002)。 

    為了能確實規劃出收視戶會願意額外花錢收視的數位電視服務內容，東森曾

委託蓋洛普以及東森內部民調中心進行多次的消費者市場反應統計。結果發現，

國內民眾對於學習類的頻道內容，因為認為較有「價值」，例如：可以取代學生

的補習可以加強自身的知識技能，因此，消費的意願較高。加上政府推出「終身

學習法」，鼓勵業者製作相關節目內容，所以，東森從一開始推出數位電視服務，

就特別加強與「教育、學習」相關的主題頻道的規劃與促銷。 



    目前，東森推出的頻道內容，總共可分為教育、娛樂、東森特屬、境外、成

人、互動服務、公益，以及數位音樂等類別。其中，又以教育、娛樂以及東森特

屬之頻道內容，例如「YOYO-ABC」、「高爾夫教學頻道」、「東森健康醫療」等頻道

為主力商品。收費方式該公司至今共計推出兩種計費方式。一種是依訂戶所訂閱

的頻道種類及數量，分別計費。但是，該公司在推廣過程中，部分用戶表示，目

前業者所推出的數位電視節目內容，除了教學節目外，其他類型節目與目前有線

電視節目內容差異不大，因此，為能提昇用戶之消費意願，東森又推出「會員制」

的行銷策略，改以若干主題之活動與消費福利為主，收視與主題數位電視頻道為

輔的方式，推廣業務。可見，東森對於數位電視服務之規劃，是以整合集團內外

可用資源，提高產品附加價值的方式，來吸引消費者的使用，已非單純地只是推

廣電視頻道內容的經營方式。 

 



表(2-4)東森數位電視服務內容及收費方式 

數位機上盒 

收費方式 

*買斷：3,500~5,000 

*租用：保證金 525~1500、月租費 140~200 

*押借：3500~8500 

頻道內容─教育 YOYO-A、YOYO-B、YOYO-C、尼可卡通頻道(生活美語教

學)。 

頻道內容─娛樂 HBO數位版、知性旅遊。 

頻道內容─東森特屬 東森購物 1台、東森購物 2台、東森高爾夫教學、東森

健康醫療教學、東森女性學苑、東森戲曲教學。 

頻道內容─境外 英國 BBC WORLD、澳洲 ABC、法國 TV5 綜合頻道、德國

DW、新加坡 NEWS ASIA、韓國阿里郎 Arirang 頻道。 

頻道內容─成人 彩虹頻道、PLABOY、HOT、HAPPY、限制級電影 

頻道內容─互動服務 台北市與國道即時路況、東森新聞報、資訊網、電視眼、

熱門資訊、政府服務。 

頻道內容─公益 慈濟大愛 1台、2台、3台。 

頻道內容─數位音樂 國語暢銷、熱門舞曲、爵士主流、鋼琴演奏、拉丁舞曲、

日本流行等十六國各國風格數位音樂。 

付費頻道 

收費方式 

 

*頻道單選：依各別頻道價格收費，同時訂閱多個頻道

會有若干優惠。 

*會員制度：「東森 YOYO ABC 會員」以年費計 

「東森高爾夫會員」以年費或月費計。 

「東森全家樂會員」以年費計。 

資料來源：張美娟(2003)；蔡念中(2003)；東森媒體科技(2004) 

 

 



(二)和信/中嘉網路 

    和信集團下之中嘉網路，投資 7億元，在基隆市的吉隆有線電視興建亞洲第

一個數位主頭端。該公司發展數位電視事業的第一階段工作，為輔導新視波有線

電視公司取得國內第一張有線電視數位化營運執照，並開始於台北縣中永和地

區，針對八萬多收視戶進行數位電視服務的推廣(李娟萍，2003)。之後，基隆地

區的吉隆有線電視，也於 2003年 4 月間，取得數位電視服務的經營執照。 

    中嘉推出的數位機上盒，消費者同樣可以以買斷，若是支付押金然後每月支

付租金的方式租用。不過，中嘉在試辦期間，為加速推廣數位電視服務，暫時不

另收月租費。且為能提供收視戶較佳的節目品質，中嘉推行數位電視服務地區的

所有系統都將採用數位訊號傳輸，而且提供互動服務，因此，該公司於中永和地

區推廣數位電視服務時，凡是新視波的所有收視戶如果要看電視，就一定要付押

金租用數位機上盒，否則就無法收視，等於是被迫租用。不願安裝數位機上盒的

收視戶，只能選用其他有線電視系統的服務(辛澎祥、歐建智 2002)。 

    至於服務內容部分，中嘉所推出的數位電視服務主要可劃分為「數位頻道視

聽服務」以及「互動服務」兩大部分。 

    「數位頻道視聽服務」部分，收視戶 除了仍然可以收看到現有的 80 幾個類

比有線電視頻道外，還增加了由數位訊號傳輸的頻道內容，包括有免費收視的基

本數位頻道(例如：「互動快報」、「TV8」、「V-intl」、「韓國阿里郎頻道」「英國

BBC WORLD」、「澳洲 ABC」、「法國 TV5」、「慈濟大愛」、「圓林教育」)；另外，還

有付費頻道與計次付費節目(Pay Per View,PPV)(例如：成人頻道、電影、學習

頻道)，以及數位音樂廣播頻道等。 

    「互動服務」部分，則包括有「IPG 互動節目表」，提供「節目表」、「內容

摘要」、「個人預設頻道」、「預約節目」與「親子鎖」等功能，讓收視戶可以預約

想要收看的節目，編排自己專屬的頻道表，或是設定親子鎖，防止家中小孩看到

不適宜的節目內容。另外還提供一互動服務平台，讓用戶可以在電視上查詢日常

生活所需要的一些相關資訊，包括有「即時資訊」、「遊戲娛樂」、「飲食購物」、「金



融理財」、「生活休閒」與「文化教育」等六大類。未來，和信還計畫進一步提供

電視交易的功能，例如：電視購物、股票下單、金融理財等服務，使互動服務更

趨多元化(劉至強，2002)。 

    從中嘉所規劃的數位電視服務內容可以看出，該公司所規劃的數位電視經營

模式，乃是以建立一個互動的電視平台為主要訴求。業者可以提供廣播電視節目

之視聽服務外，舉凡各種工商企業，都可以在這個平台上，進行各種商務活動，

像是賣銷售入場券、電影票等，讓消費者的交易活動，都可以在這個平台上完成，

等於是形成一個廣大的數位電子商務市場(張美娟，2003)。 

    由於互動服務是中嘉推出數位電視服務的主要訴求，因此，展現互動特性，

並且滿足使用互動功能族群的需求，就成為該公司主要發展的目標。目前，在各

種媒體中，最具有互動特性的媒體應屬於網際網路，而網路族大多是青少年或是

30 歲左右的消費者，因此，中嘉所選擇增加的頻道內容與互動服務，也多是針

對這些消費族群所規劃，期望能將電視與網路的功能相融合，形成另一種電視網

路化的互動平台。 

 

 



表 2-5 中嘉數位電視服務內容及收費方式 

數衛位機上

盒收費方式 

*買斷：3,500~5,000 

*租用：保證金 525~1500、月租費 140~200 

*押借：3500~8500 

數位頻道 

視聽服務 

*數位頻道內容： 

 包括電影頻道、國際頻道、運動頻道、新聞頻道、音樂頻道、

教學頻道、情色頻道等等。例如：互動快報、TV 8、V-intl、

韓國阿里郎頻道、英國 BBC WORLD、澳洲 ABC、法國 TV5、慈濟

大愛、圓林教育等。 

*付費頻道與計次付費節目： 

付費頻道包括主題頻道、學習頻道、成人頻道等。例如：TV8、

Channel V、Voyages、Adventure One 等。 

計次付費節目包括：電影、運動賽事、表演、音樂會等內容。

*數位音樂廣播： 

包括中外流行歌曲、古典、爵士、鋼琴、搖滾等三十個無廣告、

無 DJ 之音樂頻道。 

互動服務 *IPG 互動節目表： 

提供節目表、內容摘要、個人預設頻道、親子鎖等功能。 

*互動服務平台： 

提供生活實用資訊及功能查詢，包含即時資訊、遊戲娛樂、飲

食購物、金融理財、生活休閒、文化教育等六大類。 

其他服務 *網路內容： 

提供 G-MUSIC 網站內容。 

付費頻道 

收費方式 

*單頻單賣付費頻道：每月收取 50 至 300 元不等。 

*計次付費節目：每次收費幾十元不等。 

資料來源：張美娟(2003)；蔡念中(2003)；中嘉網路(2004) 



(三)卡萊爾/台灣寬頻通訊 

卡萊爾集團旗下的台灣寬頻通訊，也是在 2002年底宣布推出數位電視服

務。目前，該公司是在桃竹苗以及台中等地獨占經營的區域內，進行數位電視的

播映工作，並且已有群健、南桃等二家系統台取得經營執照。 

    該公司數位機上盒以買斷或支付押金、月租費的方式進行。至於數位電視服

務內容，除了可收看原有的電視頻道外，另外增加有隨選視訊、付費節目、以及

互動式內容等(新聞局，2004)。 

    台灣寬頻通訊表示，該公司經營數位電視服務之目標，是提供高品質的數位

訊號傳輸，將過去的系統經營角色，升級為「數位」系統經營，提升收視戶的有

線電視服務品質。由於該公司目前所擁有的系統台，均為一區一家獨占經營，因

此，雖然該公司所採用的數位電視系統規格為 ATSC，不同於另外二家業者，但

是在推廣數位電視服時，並不會因此而受到影響，反而會因為訊號數位化，而降

低私接戶盜接情形，鞏固了收視戶對該公司服務之忠誠度。 

表 2-6 台灣寬頻通訊數位電視服務內容及收費方式 

數位機上盒收費方式 *買斷：雙向 5,000 元，單向：3,500 元。 

*租用：雙向：保證金 1,500 元，月租費 200 元。 

單向：保證金 900 元，月租費 125 元。 

*押借：雙向：8500 元，單向：5100 元。 

數位付費頻道 Playboy、Hot、Happy、Hi-play、九太有線音樂頻道、

DMX數位音樂、STC、Nickelodeon、Arirang TV、

Adventure One、Premium Movie、圓林教育電視台。 

數位免費頻道 澳洲 ABC、法國 TV5、德國 DW、大愛 TV、香港 TVB8、

知性台、星禾。 

互動式服務收費頻道 VOD、NVOD 

付費頻道收費方式  

台灣寬頻通訊(2004)；新聞局(2004) 



(四)海山、大豐有線電視公司 

    相對於大財團，在台北縣板橋、土城地區擁有十六萬戶收視戶的大豐、海山

有線電視公司，在資金、技術不如財團雄厚，因此勢必要及早展開佈局，迎接國

內數位電視時代的來臨。 

    大豐、海山有線電視公司雖登記為兩家公司，但事實上屬於同一老闆，該公

司之數位服務計畫於 93年 4 月 13 日獲新聞局核准通過，依其規劃係免費提供收

視戶每戶一台數位機上盒，待該分區裝設率達百分之八十時，對於不願裝設數位

機上盒之用戶，免費提供 31 個類比頻道，其餘類比頻道則予以關閉。數位機上

盒推展時程之實施方式：將事先通知收視戶裝設數位機上盒時間，待裝設率達百

分之八十時，類比頻道保留 31 個節目。所載之類比頻道應保留至中央主管機關

同意變更取消為止。(新聞局，2004) 

    機上盒費用：和其他三家最大的不同在於，由業者提供每戶免費借用數位機

上盒主機一台；分機費用如下：買斷：3,500 元，租用：保證金 950 元、租金每

月 100 元，押借：3,500 元。 

    節目內容，除原有類比頻道外，增加數位免費頻道、數位付費頻道及夜鎖節

目。 



表 2-7 大豐、海山數位電視服務內容及收費方式 

數位機上盒收費方式 *買斷：3,500 元。 

*租用：保證金 950 元，月租費 100 元 ，租用滿兩年即

歸收視戶所有。。 

*押借：3,500 元。 

數位付費頻道 教學─YOYO 英語教學 A、YOYO 英語教學 B、 YOYO 英語

教學 C 

成人─付費 1HOT、付費 2Playboy、付費 3Happy、付費

4Hiplay 

音樂─西洋流行新曲、Disco 舞曲、爵士演唱、義大利

流行音樂等 30 個頻道。 

數位免費頻道 台視二台(家庭台)、中視二台(生活資訊)、華視三台(優

新聞)、民視二台(交通) 

夜鎖頻道 彩虹(鎖碼)、Z頻道、朝日、歐棚、蓬萊仙山、華人商

業、太陽衛視。 

付費頻道收費方式 單頻單賣付費頻道：每月收取 50 至 200 元不等。 

 

本研究整理(2004) 

 

 

 

 

 

 

 



表(2-8)東森、中嘉、卡萊爾及大豐、海山數位電視服務內容及收費方式比較 

 東 森 中 嘉 卡 萊 爾 大豐、海

山 

機

上

盒

價

格 

*買斷：

3,500~5,000 

*租用： 

保證金 525~1500 

月租費 140~200 

*押借：3500~8500 

*買斷：

3,500~5,000 

*租用： 

保證金 525~1500 

月租費 140~200 

*押借：3500~8500

*買斷：

3,500~5,000 

*租用： 

保證金 900~1500 

月租費 125~200 

*押借：5100~8500 

*買斷： 

3500 

*租用： 

保證金 

950 

月租費 

100 

*押借： 

3500 

機

上

盒 

基礎型、標準型 基礎型、標準型 基礎型、標準型 基礎型

(加 CA 裝

置) 

數

位

服

務

內

容 

*數位付費頻道 

*數位免費頻道 

*互動服務 

*數位頻道 

*視聽服務 

*互動服務 

*數位付費頻道 

*數位免費頻道 

*互動服務 

*數位付

費頻道 

*數位免

費頻道 

 

數

位

服

務

計

畫 

主推付費數位頻

道，並附贈免費數

位頻道 

原為全區數位化，

後改為數位與類比

雙軌並行 

主推付費數位頻

道，並附贈免費數

位頻道 

全區數位

化 

本研究整理 

 

由上述各家業者服務內容可以看出，目前發展數位電視服務之規劃進度，以

東森、中嘉較為領先。至於經營模式方面，東森以推出教育學習主題，以及周邊

高附加價值服務為經營策略；中嘉以推出功能實用之互動服務為主要訴求；台灣



寬頻通訊則是透過數位化，持續加強該公司經營區域內之獨占優勢；獨立系統大

豐、海山公司則欲藉由數位機上盒的推行鞏固區域獨佔的優勢。 

東森和卡萊爾其實最主要是想推付費頻道，並附帶贈送免費數位頻道供民眾

觀賞；中嘉集團原欲實施全面數位化，並提供數位互動的功能，可惜在台北縣中

永和地區只推了 1500 戶左右，便無法再拓展機上盒普及率，於是該公司再向新

聞局提營運變更計畫，將全面數位化改為數位與類比雙軌並行，讓民眾自由選擇

收視方式。 

大豐、海山公司向新聞局所提數位服務乃是全面數位化，並欲藉第一台免費

借用之方式，希望快速達到主機機上盒裝設率達八成，以關閉類比訊號。可惜如

此的規劃安排卻換來民眾排山倒海的申訴案，抱怨連連。 

自 4月 13 日(該公司數位服務獲准通過)至目前(12 月)為止，依台北縣政府

統計，共計接獲民眾相關申訴案約 190 件。本研究將其整理歸為九大類，分述如

下： 



表(2-9)大豐、海山有線電視視訊數位化民眾申訴案彙整表 

序

號 

申訴內容 說明 備註 

一 收費標準與縣府

公告不符及超收

費用 

(1)設定費 200 元、裝置費 800 元、維護

費 100 元，裝越多、收越多。 

(2)分機還得另繳收視費，否則即為私接

戶，不提供機上盒亦不協助維修。 

(3)三台以上算另一戶，需另繳裝機費及

收視費，否則不提供機上盒。 

(4)業者僅提供買斷、租用兩種方式，資

訊不對稱，使民眾作錯誤判斷。 

(5)當初說是因配合國家數位化政策，沒

有機上盒看不到電視節目，業者願提供

免費借用一台機上盒，民眾於不知情的

情況下接受，等於幫業者快速達成主機

裝設率達八成，關了類比訊號，才知原

來是一機一台，再要民眾花錢買分機機

上盒，形同欺騙。 

縣府公告

無此規定

及收費 

 

 

 

應還有押

借 

二 訊號變差 (1)電視畫面不清，服務人員說是因為關

閉類比訊號的關係，要正常收視需加裝

機上盒。 

(2)質疑業者為推數位化，故意將原類比

訊號衰減。 

數位畫質

應更清析 

表接下頁



 

三 關閉類比訊號與

相關配套措施未

事先告知客戶 

(1)沒事先告知完整的數位計畫資訊及

相關配套措施，突遭斷訊，有損消費者

權益。 

(2)業者單方變更視訊傳送方式，相當於

民事契約上單方變更提供的服務內容。 

 

四 無法預約錄影、

轉換頻道速度緩

慢、聲音忽大忽

小、不能看太久 

(1)無法預約錄影(邊看邊錄、看 A錄 B、

預約錄影) 

(2)看太久，溫度過高會當機。 

(3)轉台速度緩慢、音量忽大忽小，品質

很差。 

 

五 需出示非親屬保

證書 

為降低業者風險之承擔，民眾需提供非

親屬保證書，以防將機上盒挪為他用。 

縣府公告

無此規定 

六 二家做法均同、

聯合壟斷、態度

不佳、惡言相向 

(1)海山、大豐聯合壟斷市場，強迫民

眾裝機上盒，否則看不到電視節目，根

本就是財團吸取小老百姓的血汗錢，不

看這兩家又沒有別的選擇。 

(2)強迫推銷，違反公平交易法。 

 

七 需預繳一年收視

費才能免費借用

機上盒 

新客戶需預繳一年收視費才能免費借用

機上盒 

 

 

八 缺貨 類比訊號已關，想以押借借用機上盒，

業者卻說缺貨無法協助安裝，家中分機

形同廢鐵，嚴重影響民眾收視權益。 

 

表接下頁



 

九 不想要數位化、

為何不全國同步

實施 

(1)為何以 NOTE 點裝設率為計算單位，

而非全區的裝設率。 

(2)為何不全國同步實施，以板橋、土城

作為試驗區有失公平。 

(3)為何沒保留類比訊號，雙軌並行，供

民眾自由選擇。 

 

台北縣政府(2004)，本研究整理 

    另外，板橋區德翠里居民於 10 月 28 日及 11 月 5 日針對大豐、海山推動數

位機上盒分別舉行記者會及「向海山宣戰」抗爭行動(民 93年 12 月，台北縣政

府)，提出數位化相關訴求，分述如下： 

(一)10 月 28 日記者會訴求： 

1.海山、大豐強行推銷機上盒，請消保官查察是否違反公平交易法。 

2.台北縣府新聞室應對海山、大豐強行壟斷的行為，採取強勢作為。 

3.線電視乃服務業，機上盒收費應以實際成本計價，不應趁機穫取利潤。 

4.立即恢復類比訊號，供民眾自由選擇類比或數位收視方式。 

5.收視應以「戶」為單位，非以「機」為單位。 

6.機上盒使用複雜，操作不便。 

7.數位化後訊號不穩定，聲音忽大忽小，品質不佳。 

8.另收裝置費、維護費，變項加價，增加民眾負擔。 

9.有線電視節目雖多，但不一定符合民眾需求，建議建立看多少、付多少之收 

方式。 

(二)11 月 5 日「向海山宣戰」抗爭行動訴求： 

1.數位化未臻成熟，機上盒產量少，以致價格昂貴，造成民眾負擔，應俟整體規 

畫成熟再推行數位化。 



2.海山、大豐擬推行兩台電視共用一台機上盒，不同電視將無法同時收視不同節 

目，不切實際。 

3.付費頻道立意雖佳，惟可能增加民眾收視成本。 

4.數位化後原有錄放影機無法錄影(看 A錄 B)。 

5.立即恢復類比訊號，並收回數位機上盒，退還相關費用。 

6.海山雖已承諾開放類比訊號，惟部分地區仍無法正常收視。 

7.若無善意回應，十一月十四日將前往大豐、海山公司抗議(後經業者出面協調 

已取消)。 

8.類比訊號雖開放，海山、大豐應承諾不得隨意關閉，應俟全體實施數位時再行 

關閉。 

 

捌、小結：消費者接受度仍有待開拓 

    對一般的消費者而言，數位電視究竟是何物仍然不甚瞭解，如同李桂芝(2001)

所言，大部分的人認為數位電視就是把訊號數位化而已，因此對他們來說，數位

電視和類比電視並無兩樣，接受度當然就不高了。另外，以目前有線電視提供的

頻道而言，已有一百多個頻道，陳慧婷(2002)認為若數位電視不能做出較類比電

視更好的品質與加質服務，就更難刺激消費者的需求。再者，若要收看數位電視，

必須要購買昂貴的數位電視機或數位機上盒，這亦是讓民眾卻步的因素之一(鍾

佳欣，2002)。就國外的例子而言，目前各國在推展數位電視上尚未有成功獲利

的例子，足以證明，業者尚未能夠激起消費者的需求與慾望，因此整體環境上，

民眾對數位電視的接受程度仍有待加強(李桂芝，2001；陳慧婷，2002)。 

    大豐、海山公司數位服務計畫雖未成功，但由於已有 7500 戶左右「被迫」

實施全面數位化，而機上盒推廣是國家推行數位電視策略之一，故本研究想藉此

難得機會瞭解民眾對數位電視的想法，以及數位機上盒推行滿意度。而由於有線

電視除視訊提供外，後續服務尤為重要，具服務業特質，故以下針對服務品質、

及滿意度之文獻與理論進行探討。 



第二節   服務品質 

    由於服務業在現今社會發展蓬勃迅速，因此有許多的研究者紛紛為服務、品

質及服務品質下定義。現將具代表性的定義說明列示如下並提出服務具備那些特

性。 

 

壹、服務定義 

美國行銷協會(1960)首先將服務定義為：「經由直接銷售伴隨貨品銷售所提 

供之活動、效益或滿足感」，開啟對服務相關範疇的深入研究之後，相繼許多學

者也提出其各自對服務的定義。 

    Regan(1963)定義服務為「產生直接滿足的無形物」，其中的無形物，也就是

諸如運輸、住宅或購買商品或其他勞務如信用、交付時連帶產生的滿足。此定義

提出服務的一個性質，也就是無形性。 

    Kolter(1987)則將服務定義為「一項活動或一項利益，由一他方提供，本質

上是無形的，也不產生任何事務的物權轉變之謂也」，至此服務已不再是行業的

分類標準，而是各行業的共通因素。 

    Gronroos(1990)認為許多有關服務 定義雖能描述出服務的一些特性，但都

不甚完整且各有其缺點，於是提出了一個綜合性的定義：「服務是一種活動或一

系列的活動，通常其本質或多或少具有無形性，是發生於顧客與服務人員、實體

資源或產品服務供應系統間的互動，用以解決顧客問題」。 

    William J. Stanton(1987:496)對服務之定義為：「服務是指提供需求滿足

的那些可個別辨認、無形的活動，且不必然與商品或其他服務之出售有所聯結」。 

    Ken Irons(1994:1)對於服務的看法是：1.服務是一種策略性思考，2.服務

革命是較大的社會轉型中的一部分，3.科技在此革命中扮演了重要的角色而且非

常成功，它為組織與顧客間架起一聯絡的橋樑，並建立彼此關係，4.顧客不斷地

要求完美，5.服務是獨一無二的，而且因情況的不同而有不同的對待，6.成功的



服務包括組織中的每個人與外部顧客，7.發展服務的理想與文化可能是有利組織

的。 

    綜合上述學者的見解，本研究認為，服務是無形的，且是各行業的共通因素，

發生於顧客與服務人員、實體或產品服務供應系統間的互動、以提供需求的滿足。 

 

貳、服務特性 

上述各定義雖未排除將服務視同產品，但隱含了服務的特性，如表(2-10) 

所示，服務的特性與實體產品特性確有不同，Gornroos(1990)明確比較出兩者差

異，說明了實體產品具有形性、可儲存、所有權可以移轉等特質，但服務乃具無

形性、異質、所有權未移轉等特質。 

 

表 2-10 實體產品與服務的比較 

實體產品 服務 

1. 有形 

2. 同質 

3. 生產、配銷與消費分開 

4. 一項物品 

5. 核心價值產生於工廠中 

6. 顧客通常未參與生產過程 

7. 可儲存 

8. 所有權移轉 

1.無形 

2.異質 

3. 生產、配銷與消費同時發生 

4.一項活動或過程 

5. 核心價值產生於買賣雙方的互動 

6.顧客參與生產過程 

7.不可儲存 

8.所有權未移轉 

資料來源：Gronroos Chistian(1990),Service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Lexington Books,1990,P.28. 

由服務的定義及產品服務的比較，足以說明了服務的特性。彙整過去對於服

務特性之研究，一般言之，服務具有下列四種特性。 



一、無形性(Intangibility)： 

服務並不像實體產品，在購買前，服務是無法看到、品嚐、感覺、聽到或聞

到的。服務通常是一種行為，要設定一致性的品質規格是相當困難的，亦即

消費者在購買這項產品前不易評估此產品之內容與價值。 

二、不可分割性(Inseparability)： 

服務的生產與消費通常是同時進行的，提供服務的人員亦是服務的一部分，

顧客亦需在服務現場接受服務，形成服務提供者與消費者互動關係。 

三、異質性性(Heterogeneity)： 

同一項服務，常隨服務提供者的不同，或提供服務的時間與地點不同，均導

致服務的不同效果。即使服務提供者相同，服務品質也可因為服務者當時的

精神及情緒而有所不同，亦即均勻的服務水準較不易維持，而且消費者也常

隨時空的轉變，改變其所要求的服務屬性。 

四、易逝性(Perishability)： 

由於服務無法儲存，沒有存貨，產能缺乏彈性，對於需求變動無法透過存貨

調節，儘管可以在需求產生前事先規劃各項服務設施與人員，但所產生的服

務卻具有時間效用，若無及時使用將形成浪費。因此產能規劃與成本取捨成

為服務品質的關鍵因素。 

 

參、品質定義 

Crosby(1979)提出「品質即是合乎標準或規格」(conformance to  

specification)的觀念，但是規格必須配合消費者的需求。此外，Crosby 認為

工作的品質必須是「零缺點」，主張「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對」才可以達成零缺點。 

Deming(1982)認為所謂品質，即是「用最經濟的手段，製造出市場最有用的 

商品」的工作表現，強調品質是由製造產生，而非檢驗而來，此觀念對於日本工

業有極深遠的影響，因此 Deming 享有「品質之父」的美譽。 



    國際品質大師卓蘭(J.M.Juran,1989:15-17)認為品質需要考慮：1.產品符合

顧客需求，2.缺陷的排除(freedom from deficiencies)，所以將品質定義為「符

合使用者的需求」(fitness for use)，包括五個向度：設計的品質(quality of 

design)、一致的品質(quality of conformance)、可用性(availability)、安

全性(safety)以及現場使用。 

    有「品管圈之父」之稱的石川馨(Kaoru Ishikawa)於 1972年首先提出「全

公司品質管制」(Company-Wide Quality Control，CWQC)的概念，他認為品質是：

「一種能另消費者或使用者決定，並且樂意購買的特質」，他主張 CWQC 所追求

的不僅僅是產品品質與服務品質，更是一種良好的工作品質，而組織中品管部門

所要做的也不僅止於品質管制，而是全面性經營的調整(蘇雲華，民 85：9)。 

    克勞斯比(Philip B. Crosby,1979：5)亦承襲了 Juran 的看法，以達到「和

需求一致」(conformance to requirements)來界定品質，並提出「零缺點」的

概念，強調品質是第一次就把工作做好的結果(do it right the first 

time.DIRFT)，而「品質系統」的目的在於預防而非檢驗，因此極力反對戴明所

主張的統計品管，認為在品質工作上設有「容許錯誤的水準」的存在就是最大的

誤差所在。 

    奧瑪周(V.Omachonu)與羅斯(J.Ross)兩位學者認為「品質始於顧客，終於顧

客」(Omachonu and Ross,1995)由此可知，組織的產出，無論是有形的產品或無

形的服務，必須讓顧客、消費者滿意，如此品質的改善才有意義(張潤書，民 87：

505)。 

    Garvin(1984)則綜合一些學者對「品質定義」的研究，歸納出本質法

(Transcendent or Philosophic Approach)、 產品屬性基礎法(Product-based 

Approach)、使用者認定法(User-based Approach)、製造基礎法

(Manufacturing-based Approach)及價值基礎法(Value-based Approach)等五種

觀點來定義品質。 

一、本質法(Transcendent or Philosophic Approach)： 



品質乃天生之優越特質，只有由顧客實際接觸該物體之特徵才能瞭解並感

受。此種定義法是接近理想的品質觀點，認為品質即是「完美」，而完美就

是一種精神上的完全形式，即一個人在「期望」的主題上獲得完全滿足，品

質的定義即由此延伸而出。 

二、產品屬性基礎法(Product-based Approach)： 

產品品質的優勢來自於各種產品屬性的評量與比較。品質是一項精確可以加

以量測的變數，反映在產品所擁有的要素與屬性上。此定義法接近工程品質

的觀點，因此產品的品質與成本的高低之間存在正相關，即較高的品質必須

以較高的成本來達成。 

三、使用者認定法(User-based Approach)： 

品質的高低是由使用者根據本身的判斷來認定。此觀點認為品質以滿足消費

者需求面為主，能滿足消費者需求者即為高品質，反之則否，此定義法為服

務品質相關研究所採取的觀點。 

四、製造基礎法(Manufacturing-based Approach)： 

品質係符合設定規格標準之程度，是由產品供應面來考慮。強調如欲追求品

質，就必須維持從產品設計到製造完成的連貫標準符合程度及可靠度，並藉

以降低成本及不良品的比率。此定義法觀點與使用者認定法恰好相反。 

五、價值基礎法(Value-based Approach)： 

品質即代表在可接受的價格下所表現的成效，或在可接受的成本限制下達到

標準規格的程度。此定義法接近「價值」的觀點，不強調產品理想上的至善

完美，而認為品質就是在實際表現上所可能展現的最大完美。 

由上可知，不同的觀點，將產生不同的說法與定義，而最具代表性的品質定 

義，是美國品管學會(ASQC)及歐洲品管組織(EOQC)所提出。他們認為品質是「能

夠滿足既定需求的產品或服務的整體特質和特性」。 

    Holbrook and Corfman(1985)認為關於品質的分類，可分為機械的品質

(mechanistic quality)與人道的品質(humanistic quality)。機械的品質包括



客觀的產品形狀、外觀，或東西、事件的特徵；人道的品質包括人類對目標的主

觀反應。易言之，品質可分為主觀的品質(subjective quality)與客觀的品質

(objective quality)。 

更進一步綜合前面 Garvin 所提的五種定義及品質的分類，可得一關係，如

表(2-11)所示。其中本質法、使用者認定法及價值基礎法皆是由主觀感受所定義

的品質，故屬於主觀的品質定義法，而產品屬性基礎法及製造者基礎法，其品質

皆是藉助可衡量屬性來加以獲得，既然可以量測，就不會因人而異，所以是屬於

客觀的品質定義法。 

    客觀品質被描述為產品真實技術的優良性或卓越性，且此兩性質是可測量、

可證實的。客觀性的品質常被利用來作為針對工業性或有形性產品品質的衡量，

近數年來，有些研究者已利用客觀品質的屬性和權數來加以量測產品品質水準。 

    至於主觀品質係由某人的認知而得，可能是消費者或管理者，品質取決於使

用者主觀意識的認定。通常指消費者對產品或服務所認知的品質，因此經常使用

於定義服務業。本研究對品質的定義亦採此種看法，就有線電視數位機上盒的推

廣而言，其功能或服務符合收視戶要求的程度就是品質。 

表 2-11 品質定義 

分類 Garvin 定義 適用之產業 

主觀 本質法 

使用者認定法 

價值基礎法 

 

服務業 

客觀 產品屬性基礎法 

製造基礎法 

 

製造工業 

本研究整理 



肆、服務品質的定義與相關模式 

一、服務品質定義 

Sasser,Olsen,and Wyckoff(1978)認為，服務水準(Service level)即類似 

品質的觀念，意旨所提供之服務為顧客帶來的明顯與隱含利益水準並認為評量服

務水準應包括安全性(Security)、一致性(Consistency)、態度(Attitude)、完

整性(Completeness)、調節性(Condition)、近便性(Avalability)和及時性

(Timing)等七個服務品質構面。 

 Parasurman,Zeithaml and Berry(1985)於 1985年提出其服務品質觀念 

前，一般對服務優劣的認定大都以顧客滿意度的高低來決定，不過 Zeithaml 等

人認為，服務品質可以作為評斷服務好壞的基礎，而所謂「服務品質」是指所提

供的服務水準符合或超越顧客期望的程度，並強調服務品質是顧客對所提供服務

的期望與實際所接受到的服務在顧客心中所產生的認知(perception)(1990：

18-19)。他們分別以十個與五個構面來界定服務品質，同時 Parasuraman 等人更

進一步指出，消費者感受之服務品質常常與期望的服務品質之間有缺口存在，所

以管理者應針對該缺口滿足消費者要求。同時，Parasuraman 等人依據先前學者

所作與服務品質相關的研究，提出服務品質的三大特性。 

(一)對顧客而言，服務品質的評估，比一般對產品品質的評估來得困難。 

(二)顧客對服務品質的好壞認知，通常來自於顧客本身期望所應得到的服務，與 

實際上所感受到的服務，兩者互相比較的結果。 

(三)品質的評估不單單只針對服務的結果而已，同時也包括對服務傳遞過程的評

估。 

Juran(1986)認為，在服務品質的構面畫分上，可將服務品質進一步分為 

內部品質(Internal quality)、(Hardware quality)、軟體品質(Software 

quality)、即時反應(Time promptness)及心理品質(Psychological quality)

等五個構面。 



Rosander(1981：34-35)認為服務業服務品質的內容與涵蓋面比製造業更 

為廣義，包括下列因素與屬性： 

(一)人員績效之品質 

(二)設備品質 

(三)資料數據的品質 

(四)決策的品質 

(五)結果(outcome)品質。 

Oliver(1981)提出服務品質不同於滿意水準(Satisfaction)，服務品質可 

說是消費者對於事務較具延續性之評價，而滿意水準則是消費者對於事物一種暫

時性、情緒性的反應而已。 

    Gronroos(1982)認為：當服務供給者瞭解消費者如何評估服務，他們就可導

引消費者評估服務的方向；消費者比較他對服務的期望與知覺，來評估服務品

質；而依服務傳遞的內容和方式，服務品質可區分為技術品質(technical 

quality)及功能品質(functional quality)。前者是指消費者到底從服務的執行

中獲得什麼，後者則與服務態度有關。 

    Richard Whiteley：「如果產品品質對顧客而言是『你所得到的』，則服務品

質就是『你如何得到的』；如果產品品質是看得見的，那麼服務品質就是看不見

的，因此比產品品質更難衡量。」(董更生譯，民 82：11)有人認為 1990年代是

服務競爭的時代，而企業成功之關鍵因素在於服務品質(川久勝，1990)。 

     Collier(1994)更進一步指出，良好的服務品質，將使公司獲得競爭市場上

的優勢，因此將品質視為「顧客受益套裝」(costomer benefit package)的重要

成份(陳倩妮，民 88：27)。  

在 Lehtinen&Nolevi(1982)的服務品質三構面模型中，品質決定於： 

(一)實體品質(physical qality)：包括實體產品、設備、及環境。 

(二)企業品質(corporate quality)：包括企業形象等因素。 

(三)互動品質(interactive quality)：服人員與顧客間的互動關係，及顧客與 



顧客間的互動關係。 

    Martin(1986)強調為了使服務能達到一定的品質，應先設定可行的標準。他

將服務品質屬性分成程序構面與友善構面等二大部分： 

(一)程序構面是指技術面傳遞系統應具備之屬性，包括七項屬性：1、設備便利 

性 2、預備參與 3、及時 4、有組織的流程 5、溝通 6、顧客回饋 7、監督。 

(二)友善構面是指服務人員與顧客建立關係的能力，包括九種屬性：1、態度 2、 

注意 3、說話的聲調 4、肢體語言 5、記得顧客姓名 6、引導 7、建議性銷售 8、 

解決問題 9、機智。 

   Garvin(1983)、Dodd sand Monroe(1990)等人皆認為服務品質是一種認知的

品質(perceive quality)，並非目標性的品質(objective quality)，易言之，

服務品質是對事物主觀的反應，並不能以事物的性質與特性予以量化衡量。 

    關於服務品質所涵蓋的構面，Schvaneveldt，Enkawa and Miyakawa(1991)

認為服務品質依其屬性可分為五大構面： 

(一)績效(performance)：指服務的核心功能及其達到的程度。 

(二)保證(assurance) ：指提供核心服務過程中的正確性(accuracy)及反應性

(responsiveness)，以及顧客對保證及信任所產生的感受。 

(三)完整性(completeness)：週邊服務與所提供服務的多樣性，以及核心服務背 

後所感受的愉悅性。 

(四)於使用(ease of use)：服務的可接近性、簡易性及使用的便利性。 

(五)情緒/環境(emotion/environment)：顧客在核心服務功能之外所獲得的愉快 

及滿足感。 

    對於服務品質的定義，各研究者皆有不同觀點。林陽助(1996)綜合各文獻的

看法，有關服務品質的定義，大致可分為兩類。 

(一)服務品質是消費者對服務的整體優越程度之評價，它是一種認知性的品質， 

不同於客觀性的品質。(Jaccoby and Olson,1977;Garvin,1983;Dodds and 

 Corman,1985;Zeithaml,1987)。 



(二)服務品質產生於服務期望與認知服務績效之間的比較，此種看法較多位學者 

所認同。(Sasser,Olson,and Wychoif,1987;Parasuraman etal.,1985;Lewis 

and Booms,1983;Gronroos,1982) 

 

二、服務品質模式 

    國內研究服務品質之文獻為數不少，咸認為 PZB 服務品質模式是最多人引

用之模式，故以下首先針對該模式作一介紹： 

(一)PZB 服務品質模式 

英國劍橋大學三位教授 Parasuraman,Zeithaml,and Berry 在行銷科學協會

(Marketing Science Institute)的贊助下，於 1983年起對「服務品質」進行

系統性的研究，其階段性研究成果如下： 

1、Parasuraman,Zeithaml,and Berry(1985)以銀行業、信用卡服務業、證券經

濟業及產品維修業之顧客及管理人員為研究對象進行深度訪談，以便獲得研究

服務品質之相關資料與訊息，並建立服務品質之模式。如圖(      )所示。 

      由圖中可知，此模式主要的概念在強調顧客是服務品質的唯一決定者，顧

客比較事先對服務之期望以及事後對服務的認知，由兩者之間的差距來評定對

服務品質之高低認知。根據此一模式，無論任何一種形式的服務業，如要提升

服務品質水準，必須要突破五個品質的缺口。其中四個缺口與服務業組織與管

理相關，只有一個缺口是由消費者的期望與認知來決定；消費者這一個缺口的

大小，是前四個缺口的函數。 

缺口一：顧客對服務的期望，與管理者對顧客期望的體認，兩者之間的差距。 

缺口二：管理者對顧客期望的體認，與公司服務品質的標準，兩者之間的差距。 

缺口三：公司服務品質的標準與服務傳遞之間所產生的差距。 

缺口四：服務傳遞與外部溝通之間所產生的差距。 

缺口五：顧客期望得的服務，與實際感受到的服務之間的差距。 

 



 

圖(2-1)PZB 服務品質模式 

資料來源：Parasuraman et al.,＂A Conceptual Model of Service Qual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rch＂,Journal of 

Marketing,Vol.49,P42,Fall 1985 

此外，三位學者並提出三個研究結論： 

(1)將服務品質定義為顧客的期望(expectation)與實際感受(perceptions)服務

間的差距。 

口碑 個人需求 過去經驗 

期望的服務 

感受到的服務

服務的傳遞 
(含接觸前與接觸後)

管理者對 
顧客期望的體認 

與顧客的 
外部溝通 

顧
客 

將體認轉為 
公司的服務標準 業

者 

缺口五 

缺口一 

缺口三 

缺口二 

缺口四



(2)認為口碑相傳、個人需求、過去經驗和業者對顧客的外部溝通是影響顧客對

「期望的服務」的四個關鍵因素。 

(3)提出服務品質的十項決定因素(determinents)或構面。如表(2-12) 

表 2-12 PZB 十項服務品質決定因素(1985) 

 服務品質衡量構面 說明 

接近性(access) 容易親近和容易聯繫：服務易於以電話接近、接受服

務的時間不長、作業時間便利、服務設備在方便地點。

溝通性(comunication) 以顧客聽得懂的話與顧客交談，樂意傾聽顧客的話：

解說服務本身的意義、解說服務的待價、解說服務與

代價的取捨(trade off)、保證消費者有問題必將處

理。 

勝任性(competence) 具有執行服務所需的技能和知識：第一線人員的知識

和技術、作業支援人員的知識和技術、組織的研究能

力。 

禮貌(courtecy) 第一線服務人員的禮貌、尊重、體貼和友善。包括對

消費者財產的尊重、服務人員清潔與整齊的儀表。 

信用(credibility) 意指服務提供者給顧客的信賴感、可信度和誠實。包

括公司名稱、公司信譽、服務人員的個人特質及與顧

客交往時積極推銷的程度。 

可靠度(reliability) 指可信任地和正確地執行所承諾服務的能力。如帳單

正確、保持紀錄正確、於指定時間執行任務。 

反應力

(responsiveness) 

員工對提供服務的意願或敏捷度。如立即寄出交易

單、立刻回覆客戶、提供即時的服務。 

安全(security) 免於危險、風險或懷疑。包括人身安全、財務安全、

保密性。 

表接下頁



 

實體性(tangible) 意指服務的實體證據：實體設施、員工外觀、提供

服務的工具和設備、服務的實體表徵、同在服務設

施中的其他顧客。 

了解/熟知顧客 

(undersdanding/knowledge 

the customer) 

全心致力於瞭解顧客和其他需求：探知顧客的特殊

需求、提供個別化的注意、認識經常交往的顧客。

資料來源：2000，金玉珍 

2、服務品質量表─SERVQUAL 

    Parasuraman,Zeithaml,and Berry(1988)等學者再經三年進一步的實證研

究，首先以原來的十類衡量服務品質的構面為基礎，每個構面發展出約十個項

目，共設定 97 個項目，並為達到能涵蓋整體的服務業，乃依據 Lovelock(1983)

對於服務業的分類標準，挑選電器維修業、銀行、長途電話公司，證券經紀商和

信用卡中心等五種服務業，進行一連串的反覆調查分析，最後獲得一組具有良好

信度、效度及低重複度的因素結構，此項因素結構係由五個向度及 22 個項目作

為服務品質的衡量變項(稱為 SERVQUAL SCALE)，使得服務品質至此已有明確之

定義及衡量方法(陳欽榮，民 85：30)，其五個向度如表 2-13 所示： 

表(2-13) SERVQUAL SCALE(1988) 

衡量服務品質五構面 說明 

實體性(tangible) 指硬體設施、員工儀表及提供服務的工具與設備、場

所及人員。 

可靠度(reliability) 包括可信任度和一致性，及公司能可靠地和正確地執

行所承諾的服務的能力。 

反應性

(responsiveness) 

包括服務人員對提供服務的意願和敏捷度，及提供快

速服務與幫助顧客的意願。 



保證性(assurance) 服務人員專業知識豐富、殷切有禮，且公司可以讓旅

客感到信任，免於危險和疑慮。 

同理心(empathy) 公司能提供給顧客便利的服務，關心和照顧顧客個別

的需求。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2-13)前三項構面與 1985年原來主張相同，後兩項：保證性、同理心則

包含原來七項：接近性、溝通性、勝任性、禮貌性、信用性、安全性、及瞭解顧

客。 

    1988年秋季，Parasuraman,Zeithaml,and Berry 三位學者又提出服務品質

的擴大模型。五缺口模式中的第五缺口(顧客期望的服務與認知的服務間之差距)

實為第一、二、三、四缺口的函數，及服務品質的衡量實際可由第五缺口的大小

及方向上衡量得知。在擴大模式中，除了繼續強調 SERVQUAL 的方法外，更提出

可能造成缺口一、二、三、四的因素，這些因素主要包括在組織到管理員工間的

溝通與控制過程。希望除了對於缺口五的衡量更精確外，對於第一、二、三、四

缺口的衡量也能有所依據。 

    PZB 並指出在以服務為重心的社會，顧客是服務品質的唯一決定者，只是不

同的服務業所據以評估的屬性會有所不同對服務品質的研究應針對不同服務業

的特性以及顧客的意見調查，瞭解顧客所關注的服務品質屬性，再據此作為品質

衡量及管理的準據。 

    陳靜瑩曾於民 89年針對有線電視服務品質評估指標進行研究，以 PZB理論

為基礎，將有線電視服務品質評估指標分為產品及設備、人員服務、企業形象與

可信度等三大構面。而依前述台北縣政府所提供之大豐、海山有線電視推動數位

機上盒所衍生之申訴案，亦具備此三大特質，故本研究將參考 PZB 理論、陳靜

瑩之有線電視服務品質評估指標以及民眾申訴案作為衡量指標準據。 

  



(二)Fishbein＇s Attitude Model 態度衡量模式 

    依據服務品質特性，顧客對服務品質的滿意程度，可說是一種態度的表示，

即服務品質是類似於以態度來對「產品」做整體性的評估(翁崇雄，民 82)。而

在衡量整體感受上，在心理學及行銷學研究中廣為人採用的態度衡量模式為

Fishbein＇s Attitude Model：Fishbein&Ajzen(1975)假設任何事物是由一群可

區分辨明的屬性所組成，對某屬性的態度則為個人對該屬性之感受程度與重視程

度相乘的加總，其模式如下： 

    n 

Ao=∑Bi*Ai 

    i=1 

Ao:顧客對某事物的整體態度(感受) 

Bi: 顧客對某事物的因素 i之感受程度 

Ai:顧客對音素 i之重視程度 

n:某事物全部屬性(指標)之數目 

    Fishbein 模式的優點在於以加成的方法連結各屬性態度以成為總體態度，

所以可藉此方法將個別服務屬性加總而成一整體服務品質分數，簡化了態度的形

成過程，在操作上較為方便也容易瞭解。 

 

三、小結 

    本研究係以 Zeithaml 等人 1988年「SERVQUAL」量表的五個構面 22 道問項

作為問卷之參考架構，同時並採用 Fishbein 的態度模式彌補本研究分析之不

足，亦即在衡量大豐、海山實施數位化(已裝數位機上盒)之收視戶的滿意度時，

同時衡量其對各項服務品質屬性之重視程度，並將收視護對各服務品質屬性之感

受程度與重視程度相乘積加總得到大豐、海山有線電視推動數位化之整體服務品

質分數。 



第三節  顧客滿意度之相關文獻探討 

 

    現代企業為了獲取競爭優勢並維持永續生存，在追求高利潤的同時，更要以

消費者為導向，要求企業能達成高度的顧客滿意。以下首先對文獻中與顧客滿意

相關定義加以說明，接著整理顧客滿意與服務品質之相關性，最後在探討顧客滿

意之衡量方法。 

 

壹、顧客滿意定義 

    Cardozo(1965)開始對顧客滿意進行研究，將顧客滿意的概念引進到行銷學

的範疇之後，許多學者開始投入此一領域的研究。 

    Howard and Smith(1969)首先將顧客滿意應用於消費者理論上，他們認為顧

客滿意是購買者因購買某一產品而作的犧牲，如時間、金錢方面的花費，所得到

的補償是否適當的一種認知狀態。 

    Hempel(1977)則認為顧客滿意決定於顧客所預期的產品或服務利益的實現

程度，它反應的是「預期」與「實際」結果的一致程度。 

Miller(1979)認為顧客滿意度是由顧客「預期的程度」、「知覺的成效」二者

交互作用所導致，他並認為預期和理想二者均是產品績效的標的，用以衡量產品

績效所達成的程度，因而產生滿意與不滿意的感覺。 

Lock(Oliver，1981：25-46)則認為滿意是：「一個對工作付出和獲得之關係

的函數」，並且認為：「滿意是經由對工作評價後，所產生的喜悅或正面的情緒狀

態」。 

Churchill and Surprenant(1982)也有相同的看法，認為顧客滿意是一種購

買與使用產品的結果，係由購買者比較購買時所付出的成本與預期使用的效益所

產生的。 

Woodside&Daly(1989)將「顧客滿意」定義為一種消費態度的特定形式也是



一購後母體，反應出消費者在經驗後喜歡或不喜歡的程度，同時，顧客滿意也是

一種以經驗為基礎的整體性態度。 

Bolton&Drew(1991)認為，顧客滿意度與特定的交易和被服務經驗的全面性

評估經驗有關，而滿意度是顧客購後經驗所賦予之特性。因此滿意度可能會影響

顧客對服務品質與購買意願等之評估。 

Fornell(1992)亦認為顧客滿意是一種以經驗為基礎的整體性態度(陳倩

妮，民 88：49)。 

    Engle,Blackwall,Miniard(1993)也認為顧客在使用產品後會對產品績效與

購買前信念間的一致性加以評估。當兩者間具有相當的一致性時，顧客會感到滿

足，反之，當二者間不一致時，顧客會有不滿意的反應。這也正如 Kolter(1993)

所言，顧客滿意是顧客所知覺的產品績效與個人期望的差異程度，為知覺績效與

期望的涵數。 

    綜合以上學者對顧客滿意度之看法，部分學者認為滿意度是以經驗為基礎的

整體性態度，或是評估產品績效與購前信念的一致性，然而大多數的學者則認為

顧客滿意度是受「預期服務水準」與「實際感受服務水準」二者差距的影響亦即

顧客本身比較消費前的期望與消費後的感受與經驗所得的結果，當消費後的感受

超過原來的預期或能符合原來的預期，則可稱之為滿意，若未能達到事前的預期

水準，顧客則會感到不滿意；而滿意或不滿意的程度，則會隨著兩者間差距的增

加而提高，或減少而降低。本研究大豐、海山推動數位機上盒之滿意度亦採此觀

點。 

 

貳、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度 

    「服務品質乃由顧客的認知決定，而顧客是由服務產品的整體來決定其滿意

程度」(陳欽榮，民 85：25)，Larsen(1979)認為：「若顧客的意見未被考慮或採

納，服務品質的評價是不完整的甚至是有所偏差的」。 

    Muller(1991)亦認為顧客滿意將成為未來企業成功的關鍵因素，因為顧客滿



意與否將直接影響品牌忠誠度、口碑、市場佔有率，以及企業形象，進而影響競

爭態勢最後將對企業之獲利率及其生存造成直接的影響和衝擊(陳倩妮，民 88：

48)。 

    服務品質由顧客決定概無疑義，然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度之概念非常相似，

茲將學者對兩者關係之看法擇要說明如下： 

    Oliver(1981)認為，服務品質不同於滿意水準，服務品質可說是顧客對於事

務較具延續的評價；而滿意水準則是對事務一種暫時性的情緒反應而已(張弘

宗，民 81：29)。他同時認為服務品質是一種整體性的判斷或態度，且與服務優

越性有關；然而消費者滿意度卻與特定的交易有關。Oliver 在研究中發現，服

務品質與顧客的滿意度有不同的結構，但滿意度有中介角色的特性，即前期的知

覺服務品質產生的滿意度會成為下期修正服務品質知覺的參考。 

     Zeithaml et.al(1988)認為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度間具有高度相關性，高

水準的知覺性服務品質會導致顧客滿意度的增加，但並不是完全相等。其間的差

異是因為服務品質是一種態度，為長期性且全面的評估，而顧客滿意度是對一特

定交易的衡量，評估時間較短，所以 PZB 的觀念是承襲 Oliver 的說法。 

     Bolton&Drew(1991：375-384)研究發現滿意度先於知覺服務品質。他們認

為知覺的服務品質是顧客前期殘留(residual)的知覺服務品質與對目前服務水

準的滿意程度構成的函數(華英傑，民 85：32-33)： 

     由上述可知，學者對服務品質與滿意度間的關係看法並不一致，然多數學

者以為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是兩個不同的概念，但兩者間有前後之因果關係，而

PZB (1985)在其所提之服務品質觀念模式中，視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皆為「對預

期服務與服務績效的比較」而以同樣的方法來衡量，本研究亦採此看法。 

    關於如何衡量服務品質，在實際操作上大致可分為兩類。一類是以期望與實

績的差距來衡量，即服務品質可藉由比較感受到的服務績效與對服務的期望而

得。以期望與實績的差距衡量顧客滿意最有名的就是 PZB 模式，其對銀行、信用

卡、長途電話公司、維修業進行服務品質的研究，發現服務品質即為顧客對服務



的實際感受兩者間的差距。 

另一類則直接採用實績衡量，所謂「實績」即直接詢問受訪者對於某一問項 

的滿意程度，再將其總和或加權而成，例如 Cronin&Talor 的 SERVPERF 模式，其

以顧客知覺服務(perceived service)績效作為衡量服務品質之基礎，捨棄與顧

客期望水準的比較衡量，且不經加權程序。「SERVPERF」的問卷項目大致仍延用 

「SERVQUAL」的五構面及 22 個服務屬性問項。研究者在以實績來衡量顧客滿意

度時，乃是假定顧客在評估各產品屬性時，會在心中與自我期望比較後再對問題

進行評估。Cronin&Taylor(1992：58-65)曾以銀行、乾洗店、速食店、除蟲業四

種產業顧客的服務期望與服務認知，以及顧客服務期望與重視程度對於服務品質

的影響進實證研究，結果發現，直接以績效衡量顧客之知覺態度，比用期望與實

績的差距更能有效的傳達出顧客的實際知覺。 

    Cronin&Taylor 的看法受到越來越多的研究採用，本研究亦參考「SERVPERF」

法，即以收視戶對於大豐、海山有線電視推動數位機上盒服務品質各項屬性之實

際感受作為衡量服務品質的依據，而不與收視戶期望的服務品質作比較。 

 

參、滿意度之衡量 

    在滿意度的衡量構面上，學者的看法亦相當分歧。部分學者認為滿意度是一

整體、總括的現象，故僅以單一項目「整體滿意程度」(overall satisfaction)

進行衡量，例如 Czepiel et al(1974)就認為消費者滿意程度是一整體性的評估

反應，而此一整體性的反應代表了消費者對產品不同屬性主觀反應的總和。另

外，Day 也認為衡量消費者對產品的整體使用結果(outcome)是可行的。 

    不過也有「多重項目衡量」(multiple item)存在，即針對產品各屬性績效

的滿意程度來衡量，再予以加總。例如：Pfaff(1977：24-27)即不同意「單一整

體滿意程度」是衡量消費者滿意度的最佳方式，他認為，這種衡量方式只是消費

者在面臨一複雜的情況下作一立即、粗糙的反應。Singh(1991)從服務行銷、社

會心理學和組織理論中發現，滿意是一種多重客體及多重構面，亦即以多重項目



針對產品各屬性績效之滿意程度加以衡量，同時顧客滿意的衡量，因產業或研究

對象不同而有所差異。 

    本研究參考許多實證研究，對於滿意度的衡量，同時兼具對產品整體滿意度

與產品各屬性滿意度的衡量，其目的乃希望獲得更多有關顧客滿意的相關資訊，

以便對產品品質與顧客滿意間有更深入之瞭解。有關滿意度衡量的分析方法，一

般可分為以下兩種(杜更新，民 88：44)： 

一、將產品屬性的滿意程度藉由消費者知覺的重要性為權數加以線性組合

(linrar combination)，而探討其消費者整體滿意程度的關係。 

二、以產品整體滿意程度為應變數，而以各產品屬性的滿意程度為自變數來建立

迴歸模式，以瞭解整體滿意程度和產品各屬性間的關係，及產品各屬性的滿

意程度對產品的滿意程度的邊際貢獻。 

    在滿意度之衡量尺度方面，學者對於研究消費者滿意程度上，一般有以下五

種尺度(邵正明，民 79：24-25)： 

一、簡單滿意尺度(simple satisfaction scale)：從「沒有滿意」、「很少滿意」

到⋯「非常滿意」、「完全滿意」等分為三至七個尺度不等。此一尺度隱含了

一個假定，即很少滿意發生或沒有滿意發生就代表不滿意。 

二、混合尺度(mixed scale)：從「非常不滿意」、「不滿意」⋯「滿意」、「非常

滿意」等分為三至七個尺度不等。此一尺度隱含了：滿意和不滿意是一個連

續帶上的兩端。 

三、期望尺度(expectational scale)：衡量產品的績效是比較消費者的預期好

或壞，此種衡量尺度隱含的觀念是：若產品的績效比消費者的預期要好則消

費者會感到滿意；相反的，若產品的績效比消費者的預期要差，則消費者感

到不滿。 

四、態度尺度(attitude scale)：衡量消費者對於產品的態度、信仰。例如：從

「非常不喜歡」、「不喜」⋯「喜歡」、「非常喜歡」等分為三至七個尺度，消

費者愈喜歡某產品，則代表對此一產品的滿意程度愈高。 



五、情感尺度(affect scale)：衡量消費者對於產品的情感面反應，正面的情感

反應象徵消費者對產品的不滿意。 

    本研究在衡量大豐、海山實施數位化之收視戶滿意的尺度上是採混合尺度 

，即有「非常不滿意」、「不滿意」、「普通」、「滿意」、「非常滿意」等五個尺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