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參章   研究方法 

 

    根據第二章文獻回顧的內容，包括有線電視數位機上盒推行的現況和特

色、服務品質與滿意度等各種學者提出的模式及相關理論，提出衡量構面作為本

研究架構的基礎。首先建立研究架構並說明衡量構面，提出研究假說，最後定義

變數並進行問卷及抽樣設計。 

第一節   研究架構 

回顧行銷領域中有關服務品質之研究發現，產業界服務品質之研究多以

Zeuthaml,Parasuraman&Berry(1991)等三為學者所提出之「修正 SERVQUAL」量

表五構面及 22 個問項為研究藍本，探服務品質的五個缺口(gap)，且多支持顧客

滿意度可作為衡陽路公司或機關服務品質的指標。即使是後來被許多人認為較為

簡易且較優的「SERVPERF」法大致上仍承「SERVQUAL」量表中的問項進行服務品

質的衡量。 

有關有線電視服務品質衡量指標，已如前述，陳靜瑩曾於民 89年依據 PZB

理論，將其歸為三大類：產品及設備、人員服務、企業形象與可信度。惟尚無針

對有線電視或數位化之推動進行服務品質之實證研究。爰此本研究擬參考學術 

界已反複驗證，具有高信度、效度、低重複度且在實務界運用普遍的「SERVQUAL 」

量表，系統地蒐集相關文獻資料，配合數位機上盒的功能與特性，修改既有的服

務品質項目，並加以驗證，擬定本研究之架構 

本研究首先以Zeuthaml,Parasuraman&Berry等三人於1988年所提出的衡量

服務品質五個構面：有形性、可靠性、反應力、保證性、同理心及 1991年修正

的「SERVQUAL 」量表作為基本架構及問項內容，再參酌數位機上盒之特性與功

能，以及台北縣政府所提供之大豐、海山有線電視公司實施數位化民眾申訴案項

目，局部修改原始量表問項，使其用語更為口語化；輔以 Cronin&Taylor 提出的 

「SERVPERF」法之顧客實際感受的滿意程度做為衡量大豐、海山推動數位機上盒

服務品質的基礎。本研究另再探討其收視戶對大豐、海山推動數位機上盒服務品

質之重視程度，試圖發現兩者間的關聯，以瞭解收視戶對大豐、海山實施數位化

各項服務品質構面因素之重視程度與滿意程之認知差距。最後以 Fishbein(1972)

提出的多元屬性態度衡量模式來衡量大豐、海山推動數位機上盒之整體服務品

質，並與整體服務滿意水準作相關分析，繼而提出有關大豐、海山推動數位機上

盒服務品質之改進及建議。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3-1)所示： 

 



 

       

圖(3-1)研究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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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根據本文之研究目的及研究架構，提出本研究假設： 

假設 1：不同人文背景收視戶，對於大豐、海山推動數位機上盒服務品質構面之

重視程度不同。 

假設 2：不同人文背景收視戶，對於大豐、海山推動數位機上盒服務品質構面之

滿意程度不同。 

假設 3：不同系統(大豐、海山)業者收視戶，對於大豐、海山推動數位機上盒服

務品質構面之重視程度不同。 

假設 4：不同系統(大豐、海山)業者收視戶，對於大豐、海山推動數位機上盒服

務品質構面之滿意程度不同。 

假設 5：對於大豐、海山推動數位機上盒的目的及其功能之瞭解程度會影響整體

服務滿意水準。 

 

 

 



第三節    變數之操作型定義 

    由上述「研究架構」及前章「理論與文獻探討」可知，本研究是以服務品質 

項目及收視戶滿意度來衡量大豐、海山推動數位機上盒服務品質，以下針對各相 

關變數界定說明如次： 

 

壹、 服務品質構面： 

    Carman：認為在不同的服務組織中，所著重的服務品質構面應有相對的重要 

性(Carman，1990：48)。本研究即依據研究目的與假設，以 Zeithaml et al.(1988) 

五個評量構面及二十二個問項為基礎，並萃取相關文獻及台北縣大豐、海山實施 

數位化民眾申訴案作部分修改補充，以「有形性」、「可靠性」、「反應力」、「保證 

性」、「同理心」等五個因素構面來衡量收視戶對大豐、海山有線電視推動數位機 

上盒各項業務之重視程度與滿意度。 

 

貳、服務品質屬性： 

    指大豐、海山有線電視推動數位機上盒並滿足收視戶收視需求之具體做法， 

在本研究中與服務品質項目、服務品質因素同義。 

 

參、重要程度： 

    指收視戶對大豐、海山有線電視推動數位機上盒各項服務項目所表示的重視 

程度。 

 

肆、滿意程度： 

    民眾對服務品質所知覺的滿意程度。即當收視戶接受大豐、海山員工所提供 

的數位相關服務(含裝置機上盒及後續的收視品質、維修、相關資訊告知等)後， 

符合或超過預期服務水準的程度。 

 



伍、收視戶之人文背景資料： 

    即收視戶之人口屬性，指大豐、海山數位化收視戶之基本變數，包括年齡、 

性別、教育程度、平均每天收看電視時間、收看的系統業者名稱、家庭平均月收 

入及居住地區、居住里等。 

 

陸、整體服務品質： 

    指收視戶對大豐、海山推動數位機上盒服務項目之重要程度與知覺的滿意程 

度兩者乘積之總和，為對服務品質的整體態度。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之對象是針對台北縣板橋、土城區已裝設數位機上盒之區里收視戶，

探討他們對於大豐、海山有線電視公司推動數位化服務品質各要素之重視程度與

其滿意度間的關係。探討對象應是台北縣板橋、土城區所有實施數位化之區里收

視戶(約 7719 戶，板橋：2039 戶，土城：5730 戶)，然而受限於時間、經費及人

力，所以以電話號碼，隨機抽取樣本 2900 戶(板橋：900 戶，土城：2000 戶)。 

此外，吾人在測量品質與滿意度的對象通常包括「產品」與「服務」兩部分，

本研究將探討系統業者推動數位化之服務品質及數位機上盒有形產品兩部分，也

就是將關切焦點置於產品及服務傳遞的過程和結果面上；至於「服務品質」所涵

蓋之範圍及其測量方法，學者們的看法並不一致，此部分已於「理論與文獻探討」

專章中詳細說明。本研究是利用有形性、可靠性、保證性、反應性及同理心等五

個構面衡量系統業者推動數位化之服務品質。 

 

 

 

 

 

 

 

 

 

 



第五節  研究設計 

壹、服務品質屬性之選取 

    本研究服務品質屬性之選取，已於本章第一節詳盡說明，係參考 PZB(1988) 

的服務品質五構面、SERVQUAL量表(1991)及相關文獻萃取出「有形性」、「可靠 

性」、「反應力」、「保證性」、「同理心」五構面；而由於有線電視數位機上盒之推 

動係有線電視服務內容之一環，故本研究另以陳靜瑩(民 89)所提出之有線電視 

服務品質三大指標(產品及設備、人員服務、企業形象與可信度)為基礎，並歸納 

台北縣政府所提供之大豐、海山實施數位化衍生之民眾申訴案，及 93年 10 月 

28 日民眾抗爭所提訴求，依數位機上盒之功能與特性，加以修改出二十二個服 

務屬性做為收視戶評估大豐、海山推動數位機上盒服務品質的基礎，茲表列如表 

(3-1)所示。 

 

表(3-1)SERVQUAL量表與本研之服務品質問項對照表 

構面 SERVQUAL量表 本研究問項 

有形性 1.擁有現代化設備 

2.有吸引人的硬體設備 

3.員工的服裝儀容整潔 

4.有完善的服務說明 

1.裝設數位機上盒可能會提昇收視品質 

2.數位機上盒在使用上會使你運用簡

單、便利、人性化 

3.業者的服務人員穿著整齊得體，表現其

專業形象 

4. 業者提供的銷售型錄、廣告等工具可

提供充分完整的資訊 

表接下頁



 

可靠性 5.公司會履行在某時段做好

某事之承諾 

6.顧客遇到問題時，公司會表

現出誠意去解決 

7.在第一次服務顧客時就做

對 

8.在承諾的時間內提供服務 

9.堅持零缺點的記錄 

5.業者對所作的承諾均能及時完成，說到

做到、前後一致 

6.在收視戶遭遇問題時，業者會主動提供

協助且態度熱切 

7.在安裝數位機上盒時，整體服務過程讓

我感到安心 

8.業者能於約定時間內提供所承諾的服

務 

9.業者會主動記錄與蒐集收視戶資料，以

提供更便利的服務 

反應力 10.員工會告知顧客確實的服

務內容 

11.員工會給予顧客即時的服

務 

12.員工總是願意幫忙顧客 

13.員工不會因為太忙而無法

回應顧客要求 

10.業者會主動告知收視戶數位機上盒確

實的服務內容與功能 

11.業者的服務人員會隨時提供適當、及

時的服務 

12.業者的服務人員樂於協助收視戶、服

務態度良好 

13.業者的服務人員不會因為太忙或電話

佔線而無法提供適當的服務 

表接下頁



 

保證性 14.員工的行為是可信賴的 

15.顧客在交易過程中感到 

安全 

16.員工對顧客始終保持禮貌

17.員工具有解決顧客問題的

專業知識 

14.業者的設備、數位機上盒及服務人員

的服務值得信賴 

15.您在與業者的服務人員接觸時感到安

全及獲得保證 

16.業者的服務人員很有禮貌、關心收視

戶利益 

17.服務人員具有解決收視戶問題的專業

知識及能力 

同理心 18.給予顧客個別性的注意 

19.營業時間方便所有的顧客

20.有專門的員工給予顧客個

別的照顧 

21.以顧客的利益為優先 

22.員工知道顧客個別性的需

要 

18.業者服務的提供不會因人、場合、時

間而有不同 

19.業者對低收入戶、老年人、殘障者、

原住民等收視戶提供特別服務 

20.業者的服務人員能瞭解您的需求 

21.業者明定有機上盒相關之服務標準及

清楚的服務流程 

22.業者的服務時間及服務方式(網路、電

傳、電話)符合收視戶需求 

資料來源：Zeithaml et. al 的 SERVQUAL量表(1991)之中譯係採用蘇雲華(民 85：

253-254)及于長禧(民 88：58)對原問項的翻譯 

 

貳、問卷內容 

    本研究之問卷包括四部分，問卷結構係採封閉式問題詢問受試者為本問卷之 

意見(問卷詳參附錄一)： 

第一部分：收視戶對大豐、海山推動數位機上盒各項服務品質的重視程度 

    問卷中設計了「有形性」、「可靠性」、「反應力」、「保證性」、「同理心」等五 



個因素構面，共二十二題；本部分題目屬於等距資料，計分方式是採李克特 

(Likert)五等評量尺度(rating scale)，請受試者對服務品質各構面項目的重要 

性程度依「最不重要」、「不重要」、「普通」、「較重要」、「最重要」等五種 

重要性等級分別依次給予 1,2,3,4,5 的分數，分數越高表示越重要。 

 

第二部分：收視戶對大豐、海山推動數位機上盒各項服務品質的滿意程度 

    本部分係衡量收視戶在接受大豐、海山有線電視員工提供的數位相關服務 

後，與自我期望相比較所得的實際感受。所衡量之服務品質構面與項目皆與第一 

部分相同；計分方式亦採李克特五點評量尺度，請受試者對大豐、海山推動數位 

機上盒各項服務品質各構面項目的滿意程度，依「非常不滿意」、「不滿意」、「普 

通」、「滿意」「非常滿意」等五種滿意程度等級表示意見，給分方式與第一部分 

相同。 

 

第三部分：收視戶之人文背景資料 

    本部分包括六項人口統計變數及收視戶個人的收視情形，共計八題。依序為 

年齡、性別、教育程度、平均每天收看電視時間、收看的系統業者名稱、家庭平 

均月收入及居住地區、居住里等，本部分採用選擇式問項。 

 

第四部分：綜合問項 

    此部分有三題，目的是為了使本研究更加完整，更具解釋力。本問卷第二部 

分雖衡量了收視戶對大豐、海山推動數位機上盒各項服務品質因素的滿意程度， 

本部分第一題則是衡量收視戶對大豐、海山推動數位機上盒整體服務的滿意程 

度，依「非常不滿意」、「不滿意」、「普通」、「滿意」「非常滿意」等五種滿意程 

度等級表示意見，給分方式與前二者相同。第二題則是試圖找出影響收視戶滿意 

度的關鍵因素及服務品質的重要性。第三題乃是要瞭解收視戶在裝設機上盒並接 

受大豐、海山數位相關服務後，對推動數位機上盒的目的與功能熟知的情形。除 



涉及到受訪者填答的可信度外，也能瞭解大豐、海山推動數位機上盒的各項服務 

功能能否充分發揮。 

 

參、問卷前測 

    在正式調查前，為確立問卷內容之適宜性，於是進行前測，以作為修改問卷 

內容之依據。前測問卷依 Zeithaml et al.「SERVQUAL」量表(1988)的模型設計， 

共二十二道題目，首先將問卷請教台北縣政府承辦數位化相關人員，就問卷中各 

服務品質問項提供寶貴意見，並利用 93年 12 月 24 日行政院新聞局假台北縣政 

府針對大豐、海山推動數位機上盒衍生爭議所召開的公聽會，隨機發給參加的收 

視戶約 40 名，共得有效問卷 35 份，刪除二題信度過低及語意不明、意義重複的 

問項，並參酌預試者及台北縣政府員工的意見進行詞句的修改，共得二十二個問 

項定稿。 

 

肆、取樣的方法： 

    抽樣的目的在於如何在各種限制條件下來探究母體的特性。以下分點敘述抽

樣設計的母體結構、使用的抽樣方法及樣本結構為何。 

一、母體界定： 

大豐、海山以提供第一台免費借用的方式促銷他們的機上盒，待主機裝設率 

達八成(以光纖投落點為計算單位)，即可依其向行政院新聞局申請之計畫案關閉

該區域之類比訊號，實施數位化。本研究的目標就是要了解這些收看大豐、海山

數位節目的收視戶，對該等公司推行數位機上盒服務品質，進而了解其和滿意度

之間的關係，因此本研究將以大豐、海山在台北縣板橋、土城區已實施數位化之

區里收視戶為母體。 

 

二、抽樣方法及樣本數： 

    以台北縣板橋、土城區已實施數位化之區里收視戶，隨機抽取 2900 戶，包



括土城：2000 戶，板橋：900 戶。於 93年 12 月 15 日至 93年 12 月 24 日共計發

出 2900 份問卷，回收 614 份，回收率 21%。 

 

 



第六節    統計分析的方法 

本研究之統計分析方法係採 SPSS11.0 所分析出來的結果，方法如下： 

壹、平均數及標準差 

    在同一群體中各個體的某種特性有共同趨勢存在，表示此種共同趨勢的數

量，稱為集中趨勢量數；因為它是該特性的平均水準，故通常稱為平均數。本研

究採平均數反映研究資料數值集中情形，並對平均數加以排序。另一方面測定群

體中各個體的差異或離中程度的表現，為離中趨勢量數(張采琨，民 85：33)，

本研究係以標準差表現資料數值分佈範圍，同時反映平均數代表性的大小。 

 

貳、因素分析與信度分析 

 一、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因素分析的目的在於求出量表之「建構效度」(construct validity)，本研

究係對二十二項服務品質指標進行因素分析法，不僅可瞭解眾多指標經歸納分析

後將表現於何構面中並加以命名外，同時可以分析所得之因素做為信度分析之進

行依據。作法為先進行主成份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再以變異數最大法

(varimax)做直交轉軸(orthogonal rotations)，並依 Hair、Anderson、

Tatham(1992：231-237)之建議取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一之因素，及最大負

荷量(factor loading)絕對值大於 0.3 的變數，以便後續進行變異數分析。 

二、信度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 

    為瞭解問卷的可靠性或一致性，則要作信度檢定。本研究採 Cronbach＇s  

Alpha 係數衡量本問卷量表同一構面下各項目的一致性。依 Cronbach 所言，如

果α係數>0.7 則表示具有高信度，亦即表示該因素之衡量細項的相關性很高；

若α<0.35，則表示該因素的信度過低，應加以修正或拒絕(周駿呈，民 87：131)。 

參、 T 檢定(t-Test) 

    獨立樣本 t檢定兩群體特性之期望值是否相等，以比較此兩群體的某種特性



是否一致或對某問題的觀點是否一致的一種統計方法。本研究係用來檢定收視戶

對大豐、海山推動數位機上盒服務品質構面因素之重視程度與滿意度上，是否有

顯著差異存在。 

肆、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 

    以變異數分析來探討與比較有三類以上不同屬性之收視戶在服務品質重視

程度與滿意度各因素上是否有顯著差異存在。由於各類收視戶樣本數不同，故採

一般線性模式法(General Linear Model)來進行差異數分析。 

伍、雪費(Scheffe)檢定： 

    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後，如果結果為有顯著差異成立時則作成偶多重比較

(pairwise multiple comparisons)檢定，分別對每兩項作是否有顯著差異之檢

定(吳明隆，民 89：7-14)。 

陸、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s)： 

    目的在以各人文資料變項預測對大豐、海山推動數位機上盒整體服務品質與

整體滿意水準，各人文資料變項之間不能有共線性存在，需先以皮爾森積差相關

加以檢定。其必須符合四項基本假定：1.受試樣本人數最好在 25 人以上；2.變

項間均為連續變項(等距或等比變項)；3.變項母體群均呈常態分配；4.二者相關

型態為直線相關(吳明隆民 89：5-5)。 

柒、多元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從 T-test、ANOVA，這兩種檢定方法得到的結果，只能得知自變項對依變項是否

有影響，卻無法用自變項去預測依變項改變了多少。迴歸分析(Regression)便解
決了這項問題，藉由迴歸方程式，可以用自變項（x）來預測依變項（y）。此外，
多變量分析首先考量到「控制」的效果，能同時顧慮到不同自變項間對依變項之

影響，亦即，當控制了其他變項的影響力之下，某個自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還有

多少。其次，還可以比較多個自變項之間，到底誰對依變項的影響力最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