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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研究方法 

  為達成第壹章所提及的研究目的，本研究擬先蒐集與探討主題相關

的文獻並進行深度訪談，藉由文獻與訪談內容輔助，建立研究架構與研

究假說，再藉由問卷設計、發放與回收所得到之資料進行分析，最後做

出結論與建議。 

 

第ㄧ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假說 

一、 研究架構 

圖 3.1.1:研究架構 

 

 

二、研究假說:  

  依據文獻探討之理論基礎與上述的研究架構，本研究所擬定的研究

假說如下：  

 

消費者人口統計資

料 

策略體驗模組

(SEMs) 

感官體驗

(sense) 

情感體驗(feel) 

思考體(think) 

行動體驗(act) 

關連體(relate) 

    (自變項) 

  顧客滿意度 

空間環境 

服務人員 

期待差距 

   (依變項) 

  顧客忠誠度 

口碑 

推薦行為 

情感忠誠 

行動忠誠 

   (依變項) 

體驗媒介 

 
研究結論與

體驗行銷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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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說(1)：H1 消費者人口統計變數與策略體驗模組有顯著差異 

    H1-1：消費者人口統計變數與感官體驗有顯著差異 

    H1-2：消費者人口統計變數與情感體驗有顯著差異 

    H1-3：消費者人口統計變數與思考體驗有顯著差異  

    H1-4：消費者人口統計變數與行動體驗有顯著差異            

    H1-5：消費者人口統計變數與關聯體驗有顯著差異 

假說(2)：H2 消費者人口統計變數與顧客滿意度有顯著差異 

假說(3)：H3 消費者人口統計變數與顧客忠誠度有顯著差異 

假說(4)：H4 策略體驗模組與顧客滿意度成正相關。 

    H4-1：感官體驗與顧客滿意度成正相關 

    H4-2：情感體驗與顧客滿意度成正相關 

    H4-3：思考體驗與顧客滿意度成正相關 

    H4-4：行動體驗與顧客滿意度成正相關 

    H4-5：關聯體驗與顧客滿意度成正相關 

假說(5)：H5 策略體驗模組與顧客忠誠度成正相關。 

    H5-1：感官體驗與顧客忠誠度成正相關 

    H5-2：情感體驗與顧客忠誠度成正相關 

    H5-3：思考體驗與顧客忠誠度成正相關 

    H5-4：行動體驗與顧客忠誠度成正相關 

    H5-5：關聯體驗與顧客忠誠度成正相關 

假說(6)：H6 顧客滿意度與顧客忠誠度成正相關。 

除此之外，本研究欲進一步探討此五構面對應變項「顧客滿意度」

與「顧客忠誠度」之影響孰輕孰重，亦欲檢視此五構面當中何者對於「顧

客滿意度」與「顧客忠誠度」最有貢獻，即最能夠預測「顧客滿意度」

與「顧客忠誠度」的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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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卷設計與變數的操作型定義 

一、問卷設計 

  在確立研究架構與研究對象後，本研究以所發展出適合研究主題的

調查工具為問卷，其中的問項分為(一)消費者體驗、(二)顧客滿意度、

(三)顧客忠誠度、(四)個人基本資料四大部分。問卷當中除了第四部分

消費者基本資料採用非計量的名目尺度外，其餘問項皆採用李克特

(Likert)五點量表，由消費者依其對描述語句的同意程度填答各個問

項。 

問卷架構變數採學者所發展之量表，針對 Brown Sugar 餐廳適當地

修訂，信度與效度應能符合統計上之要求，構面、問項、題數及參考學

者如下表 3.2.1 所示： 

 

問卷部分 構面 問項 衡量尺度 參考文獻 

感官 4 題 區間尺度 

情感 4 題 區間尺度 

思考 3 題 區間尺度 

行動 3 題 區間尺度 

消費者體

驗 

關聯 3 題 區間尺度 

Schmitt(1999)

顧客滿意

度 

顧客滿意 6 題 區間尺度 Fornell, C., 

Johnson, M. 

D., Anderson, 

E. W., Cha, 

J., and 

Bryant, B. 

E.(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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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忠誠

度 

顧客忠誠 4 題 區間尺度 Oliver(1997) 

消費者基

本資料 

個人基本資

料 

6 題 名目尺度 本研究自行發

展 

表 3.2.1：問卷架構與採用學者文獻整理 

 

二、變數的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根據所建立之研究架構，將研究中所探討之各變數以設計量

表的方式加以衡量： 

 

—自變項 

(一)策略體驗模組： 

  本研究參考 Schmitt(1999)所提出的感官、情感、思考、行動與關

聯體驗做為體策略模組的構面。 

1. 感官體驗(Sense) 

  消費者對體驗媒介的感官知覺，包含味覺、視覺、聽覺、嗅覺及觸

覺的反應結果。量表中的問項為：「我覺得 Brown Sugar 餐飲的口味適

合我胃口」、「Brown Sugar 的環境裝潢擺設在視覺上有設計感，讓我印

象深刻」、「Brown Sugar 所播放的音樂吸引我的注意」、「在 Brown Sugar

用餐時，餐點的氣味能引發食欲」。利用李克特五點量表，由「非常不

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別給予 1到 5 分的分數衡量。「非常不同意」 

得 1分，「非常同意」得 5分。各題加總後，值愈高代表對感官體驗的

感受程度越高，反之則感受程度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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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情感體驗(Feel)： 

  消費者對體驗媒介所誘發出來的內在情感及情緒。量表中的問項

為：「我認為 Brown Sugar 營造出一種特別的氣氛」、「我認為在 Brown 

Sugar 現場聽演唱能激起我內心的情緒」、「Brown Sugar 的整體表現，

讓我感受到快樂與幸福的感受」、「Brown Sugar 營造的整體氣氛，能讓

我有享受感的共鳴」。各題加總後，值愈高代表對情感體驗的感受程度

愈高，反之則感受程度愈低。 

 

3. 思考體驗(Think)： 

  消費者對體驗媒介的刺激引發對訊息產生驚奇、啟發與刺激的思

考。量表中的問項為：「去過 Brown Sugar 後，我改變一些對於爵士音

樂餐廳的舊想法」、「去過 Brown Sugar 後，我會想學習品酒、跳拉丁舞

或是多了解關於音樂的知識」、「Brown Sugar 場內外的布置激發我很多

思考與想法」。各題加總後，值愈高代表對思考體驗的感受程度愈高，

反之則感受程度愈低。 

 

4. 行動體驗(Act)： 

  體驗媒介引發消費者從事實際的活動參與、互動體驗及影響個人生

活型態的改變。量表中的問項為：「我樂於參加 Brown Sugar 所舉辦的

各種活動」、「去過 Brown Sugar 後，我的生活型態有了新的挑戰」、「去

過 Brown Sugar 後，改變我的生活行為與模式」。各題加總後，值愈高

代表對行動體驗的感受程度愈高，反之則感受程度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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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關聯體驗(Relate)： 

  透過體驗媒介使消費者產生連結，而獲得社會識別或歸屬感。量表

中的問項為：「在 Brown Sugar 找到共同興趣的朋友並分享經驗與心得，

能去除我的煩惱」、「我認為到 Brown Sugar 能感覺到生活中的驚喜」、「我

認為在 Brown Sugar 與朋友分享的互動能讓我感受到歡樂與幸福」。各

題加總後，數值愈高代表對關聯體驗的感受程度愈高，反之則感受程度

愈低。 

 

—依變項 

(一)顧客滿意度： 

  Fornell, C., Johnson, M. D., Anderson, E. W., Cha, J., and 

Bryant, B. E.(1996)所提出的 ACSI 模式： 

－ 感受品質構面之衡量因素：1.對產品經驗之整體評估。2.產品符合

消費者個人需求程度。 

－ 顧客滿意構面之衡量因素：1.整體滿意。2.與期望一致/不一致。 

  量表中的問項為：「我對 Brown Sugar 空間的裝潢設計感到滿意」、

「我對於Brown Sugar的現場音樂與樂團表演感到滿意」、「我對於Brown 

Sugar 的服務人員態度感到滿意」、「我對於 Brown Sugar 的上菜速度、

應對顧客要求、解決顧客抱怨的方式感到滿意」、「Brown Sugar 符合我

對一間音樂餐廳的期待」、「整體而言，我對 Brown Sugar 感到滿意」。

各題加總後，數值愈高代表對關聯體驗的感受程度愈高，反之則感受程

度愈低。 

 

(二)顧客忠誠度： 

  Oliver(1997)提出忠誠度可分為立即忠誠(short-run)與長期忠誠

(long-term)，在立即忠誠上可用口碑、推薦行為與抱怨來衡量。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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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忠誠上分為四個階段來看，分為認知忠誠(Cognitive loyalty)、情

感忠誠(Affective loyalty)、意志忠誠(Conative loyalty)和行動忠

誠(Action loyalty)。量表中的問項為：「未來有用餐或聚會的時刻，

Brown Sugar 是我的首選」、「我願意向親朋好友分享 Brown Sugar 的優

點」、「我樂於推薦朋友到 Brown Sugar 用餐及參加活動」、「未來一個月，

我會常常到 Brown Sugar 用餐、聚會或參加活動」。各題加總後，數值

愈高代表對關聯體驗的感受程度愈高，反之則感受程度愈低。 

 

第三節 資料分析方法 

 

一、樣本描述性分析(Sampl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本研究使用百分比分析，進行分析消費者的人口統計變數所佔之比

例，來了解樣本結構及分佈情形。 

 

二、信度與效度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 & Validity Analysis) 

1.信度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 

 所謂信度即是指對同一群相似母體重覆進行調查或測量，其所得的結

果一致之程度(謝安田，1993)。Cronbach α統計係數是最常被用來衡

量同一構念下各項目間的一致性。在基礎研究中，信度至少應達 0.8 才

可接受。在探索性研究中，信度只要 0.7 就可接受(Wortzel, 1979)。

Cronbach α係數信度判於 0.7 至 0.9 之間，都可算是高信度值，但若

低於 0.3 時，則必須予以刪除。 

2.效度分析(Validity Analysis) 

 效度即為正確性，係指測量工具能測出其所欲測量的特質或功能之程

度。本研究採用內容效度與建構效度，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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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效度(Content Validity)： 

指衡量工具所能涵蓋研究主題的程度，一般內容效度需取決於研究者的

專業訓練。 

 

－建構效度(Construct Validity)： 

 指評估測量實施之細節與時計有關事務的銜接程度，亦即測驗能測量

理論概念或特質的程度。 

 

 本研究請教指導教授並做修改，以及向 Brown Sugar 餐廳之經營者 

諮詢與事先做前測 40 份之問卷，代表已經徵詢意見，做為效度之參考。 

而本研究之問卷內容設計是以參考文獻和國內主題式餐飲業有關的問

題為依據，問卷初稿先委請對國內餐飲業市場有深入了解並且具有豐富

知識的經營者進行討論，在數度訪談及修正完成後，故本研究之問卷題

目內容，應具有相當程度的效果。 

 

三、獨立樣本 T檢定(T-test)： 

  獨立樣本 T檢定，可檢定兩個彼此獨立沒有關聯的樣本，在接受相

同測量時是否具有顯著的差異存在，本研究用此方法分析性別此人口變

項，在策略體驗模組、顧客滿意度、顧客忠誠度之差異。 

 

四、相關性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 

  皮爾森積差相關可檢視兩個等距變項(interval)之間的相關性，以

策略體驗模組五大構面為自變數，並以忠誠度與滿意度為應變數，可檢

驗消費者對於策略體驗模組各構與顧客滿意度與顧客忠誠度之相關程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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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複迴歸分析(Multi-Regression) 

  複迴歸分析能夠同時納入多個預測變項，以策略體驗模組五大構面

為自變數，以顧客滿意度及顧客忠誠度為應變數，來探討策略體驗模組

五大構面對顧客滿意度及顧客忠誠度之關係。 

六、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 

  變異數分析是用來檢定三個或三個以上母體平均數是否相等的假

設，經由分析變異數來源，以檢定不同母體間之平均數是否相等的統計 

方法，故可探討分析消費者年齡、婚姻狀況、職業、學歷、收入狀況等

人口變項，於策略體驗模組、顧客滿意度、顧客忠誠度之間是否具有差

異。本研究假設顯著水準為 0.05，若 P 值小於顯著水準，表示有顯著差

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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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前測信度檢測 

本研究於 Brown Sugar 餐廳招募受訪者。自民國九十七年三月初開

始，共回收問卷 40 份，各題項與信度檢測如下： 

 

變項 構面            問項 α值 信度 

我覺得 Brown Sugar 餐飲的口 

味適合我胃口 

Brown Sugar 的環境裝潢擺設 

在視覺上有設計感，讓我印象 

深刻 

Brown Sugar 所播放的音樂吸引

我的注意 

感官

體驗 

 

在 Brown Sugar 用餐時，餐點的

氣味能引發食欲 

0.89 高 

我認為 Brown Sugar 營造出一種

特別的氣氛 

我認為在 Brown Sugar 現場聽演

唱能激起我內心的情緒 

Brown Sugar 的整體表現，讓我

感受到快樂與幸福的感受 

情感

體驗 

Brown Sugar 營造的整體氣氛，

能讓我有享受感的共鳴 

0.91 

 

 

 

 

 

 

 

高 

 

策略體

驗模組 

思考

體驗 

去過 Brown Sugar 後，我改變一

些對於爵士音樂餐廳的舊想法 

0.83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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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過 Brown Sugar 後，我會想學

習品酒、跳拉丁舞或是多了解關

於音樂的知識 

Brown Sugar 場內外的布置激發

我很多思考與想法 

我樂於參加 Brown Sugar 所舉辦

的各種活動 

去過 Brown Sugar 後，我的生活

型態有了新的挑戰 

行動

體驗 

去過 Brown Sugar 後，改變我的

生活行為與模式 

0.79 高 

在 Brown Sugar 找到共同興趣的

朋友並分享經驗與心得，能去除

我的煩惱 

我認為到 Brown Sugar 能感覺到

生活中的驚喜 

關聯

體驗 

我認為在 Brown Sugar 與朋友分

享的互動能讓我感受到歡樂與

幸福 

0.88 高 

我對 Brown Sugar 空間的裝潢設

計感到滿意 

我對於 Brown Sugar 的現場音樂

與樂團表演感到滿意 

顧客滿

意度 

感受

品質 

 

我對於 Brown Sugar 的服務人員

0.80 

 

 

 

 

 

 

高 



 64

態度感到滿意 

我對於 Brown Sugar 的上菜速

度、應對顧客要求、解決顧客抱

怨的方式感到滿意 

Brown Sugar 符合我對一間「音

樂餐廳」的期待 

顧客

滿意 

整體而言，我對 Brown Sugar 感

到滿意 

情感

忠誠 

未來有用餐或聚會的時刻，

Brown Sugar 是我的首選 

口碑 我願意向親朋好友分享 Brown 

Sugar 的優點 

推薦

行為 

我樂於推薦朋友到 Brown Sugar

用餐及參加活動 

顧客忠

誠度 

行動

忠誠 

未來一個月，我會常常到 Brown 

Sugar 用餐、聚會或參加活動 

0.92 高 

表 3.4.1：體驗行銷構面、顧客滿意度、顧客忠誠度與各問項與信度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