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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分析與結果 
 

 

第一節  操弄檢定 
 

本研究的操弄變數為知覺品質，操弄檢定的對象為每個模擬情境知覺品質所

對應的容忍區間尺度範圍，以及每個模擬情境知覺品質之間的順序和差異性，檢

定的結果如表 6所示。 

從表 6.1可知，除了情境 K和情境 L受測者所知覺的品質其對應的容忍區間

尺度範圍與前測四的結果不同外，其它的七個情境受測者所知覺的品質其對應的

容忍區間尺度範圍則與前測四的結果一致。亦即，平均而言，受測樣本認為情境

A和情境 B的品質是無法忍受的品質、情境 G的品質為一般的品質、情境 E和

情境 F 的品質是界於無法忍受的品質和一般品質之間、而情境 H 和情境 I 的品

質則是界於一般品質和可能遭遇的理想品質之間。 

在正式實驗中，情境 K 的知覺品質被視為是對應到容忍區間的可能遭遇的

理想品質，而情境 L 的知覺品質則被視為是界於一般品質和可能遭遇的理想品

質之間，與前測四的結果並不一致，因此，情境 K 和情境 L 的操弄並不成功，

因而未能通過操弄檢定。由於沒有情境對應到容忍區間的「超乎想像的品質」的

範圍，故在後續假說 1的檢定部份，並無法檢定容忍區間範圍外「超乎想像的品

質」的部份，亦即，無法檢定假說 1-2a。 

另外，從表 6.2可知，除了情境 K和情境 L（兩者的知覺品質在前測四被認

定為大於 10，但是，在正式實驗時則被認定為等於 10）受測者所知覺的品質水

準與前測四的結果不同外，其它的七個情境受測者所知覺的品質水準則與前測四

的結果一致。亦即，平均而言，在 13點知覺品質衡量尺度中，受測樣本認為情

境 A和情境 B的知覺品質小於 4、情境 G的知覺品質等於 7、情境 E和情境 F

的知覺品質則界於 4和 7之間、而情境 H和情境 I的知覺品質則是界於 7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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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此外，就各情境知覺品質之間的順序而言，九個情境的知覺品質順序和前

測四受測者所認定知覺品質順序一致。 

再者，就相鄰情境的知覺品質之間的獨立樣本 t 檢定的結果而言，從表 6.2

可知，除了情境 E和情境 F以及情境 K和情境 L，受測者所知覺的品質水準未

達顯著的差異，因而未能通過操弄檢定外，其它的相鄰情境知覺品質之間的獨立

樣本 t 檢定的結果，兩兩情境知覺品質之間的差異都達α=0.05 的顯著水準。換

言之，在正式實驗中，平均而言，受測者認為情境 A和情境 B的知覺品質之間

具有顯著的差異、情境 B和情境 E的知覺品質之間具有顯著的差異、情境 F和

情境 G的知覺品質之間具有顯著的差異、情境 G和情境 H的知覺品質之間具有

顯著的差異、情境 H和情境 I的知覺品質之間具有顯著的差異、情境 I和情境 K

的知覺品質之間具有顯著的差異，而情境 E和情境 F之間以及情境 K和情境 L

之間的知覺品質差異則未達α=0.10的顯著水準。 

由於在通過容忍區間尺度範圍操弄檢定的七個情境中，情境 E 和情境 F 的

知覺品質之間未能通過獨立樣本 t檢定的操弄檢定（情境 E和情境 F的知覺品質

之間不具有顯著的差異），因此，在後續假說檢定的部份，本研究將排除情境 F，

而僅依據情境 A、B、E、G、H、I等六個情境來檢定假說 1：在驗證低於「可容

忍的最低品質」的容忍區間尺度範圍的部份，採用情境 A和情境 B的樣本資料

來驗證、驗證界於「可容忍的最低品質」和「一般的品質」的容忍區間尺度範圍

的部份，採用情境 E 和情境 G 的樣本資料來驗證、驗證界於「一般的品質」和

「可能遭遇的理想品質」的容忍區間尺度範圍的部份，採用情境 H和情境 I的樣

本資料來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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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各模擬操弄情境所對應的容忍區間尺度的範圍 
 
 
 

模擬操弄情境 

 
樣
本
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座落區間a 

t值 
(p值) 

 
對應的 
容忍區 
間範圍 

情境A：用餐時，你發覺你吃到一隻死蟑螂 19 1.95 
(0.97) 

<4 
-9.22 

(0.000) 
情境B：用餐時，你發覺餐點內有一隻已經死

掉的小蟲 
19 3.37 

(1.80) 
<4 

-1.53 
(0.072) 

 
 

無法忍受
的品質 

（情境已於前測四階段刪除）   =4 可以忍受的
最低品質

情境E：用餐的人太多，你找不到位子坐 19 5.11 
(1.45) 

>4 
3.33 

(0.002) 

 

情境F：點完餐，拿到餐點後，發現服務人員
少放了調味包 

19 6.11 
(0.81) 

>4 
11.34 

(0.000) 

 

情境G：排隊等待了3分鐘才輪到你點餐 20 7.50 
(1.10) 

=7 
2.03 

(0.056) 

一般的品質

情境H：點餐後附贈折價券一張，價值30元 20 8.30 
(1.26) 

>7 
4.61 

(0.000) 

 

情境I：等待出餐時間，服務人員貼心遞上一
杯開水，並且請你稍等 

20 9.20 
(0.95) 

>7 
10.34 

(0.000) 

 

情境L：點餐時，店員告訴你你是該店開幕以
來的第十萬位上門的客人，免費招待
你享用所有的餐點、吃到飽為止 

19 9.32 
(1.49) 

<10 
-2.00 

(0.031) 

 

情境K：點餐時，你發現替你服務的店員竟然
是你最喜歡的廣告代言人（例如：王
力宏或蔡依林） 

20 9.50 
(1.61) 

=10 
-1.39 

(0.180) 

可能遭遇的
理想品質

（沒有符合的情境）   >10 超乎想像
的品質 

a：容忍區間衡量尺度為 13點尺度，其中三個分割點：4對應「可以忍受的最低品質」、
7對應「一般的品質」、10對應「可能遭遇的理想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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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各模擬操弄情境的知覺品質區間：受測者間知覺品質 
 
 
 

模擬操弄情境 

 
樣
本
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座落區間a 

t值 
(p值) 

 
與前一
個情境
之差異b

情境A：用餐時，你發覺你吃到一隻死蟑螂 19 2.16 
(1.30) 

<4 
-6.17 

(0.000) 

 
n.a. 

情境B：用餐時，你發覺餐點內有一隻已經死
掉的小蟲 

19 3.21 
(1.55) 

<4 
-2.22 

(0.020) 

2.27 
(0.030)

情境E：用餐的人太多，你找不到位子坐 19 5.68 
(1.11) 

>4 
6.62 

(0.000) 

5.66 
(0.000)

情境F：點完餐，拿到餐點後，發現服務人員
少放了調味包 

19 6.05 
(0.71) 

>4 
12.69 

(0.000) 

1.22 
(0.231)

情境G：排隊等待了3分鐘才輪到你點餐 20 7.50 
(1.10) 

=7 
2.03 

(0.056) 

4.92 
(0.000)

情境H：點餐後附贈折價券一張，價值30元 20 8.45 
(0.95) 

>7 
6.87 

(0.000) 

2.93 
(0.006)

情境I：等待出餐時間，服務人員貼心遞上一
杯開水，並且請你稍等 

20 9.15 
(0.59) 

>7 
16.38 

(0.000) 

2.81 
(0.008)

情境K：點餐時，你發現替你服務的店員竟然
是你最喜歡的廣告代言人（例如：王
力宏或蔡依林） 

20 10.05 
(1.28) 

=10 
0.18 

(0.863) 

2.86 
(0.008)

情境L：點餐時，店員告訴你你是該店開幕以
來的第十萬位上門的客人，免費招待
你享用所有的餐點、吃到飽為止 

20 10.15 
(1.18) 

=10 
0.57 

(0.577) 

0.26 
(0.799)

a：知覺品質衡量尺度為 13點尺度，其中三個分割點：4對應「非常差」的品質、7對
應「普通」的品質、10對應「非常好」的品質； 

b：兩獨立樣本 t檢定，第一行的數字為 t值，括弧內為 p值； 
n.a.：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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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假設檢定 

 

在進行假設檢定的統計分析之前，首先說明各相關變數分數的組成。除了品

質失驗（Q8）和重購意圖（Q23）是採用單一衡量指標外，其它的變數都是採用

多重指標來衡量。個別交易滿意度是採三題滿意度失驗衡量指標（Q12—Q14）

的平均分數進行分析，α係數為 0.98；知覺滿意度是採三題知覺滿意度衡量指標

（Q9—Q11）的平均分數進行分析，α係數為 0.98；累積滿意度是採四題李克特

（Likert）衡量指標的平均分數進行分析（摘要性的衡量尺度［Q5、Q19 以及

Q28］在分析時並未使用），前一期累積滿意度（Q1—Q4）的α係數為 0.86、當

期累積滿意度（Q15—Q18）的α係數為 0.97、競爭品牌累積滿意度（Q24—Q27）

的α係數為 0.92；忠誠度則採用三題衡量指標（Q20—Q22）的平均分數進行分

析，α係數為 0.93。 

 

壹、容忍區間尺度範圍對品質失驗和個別交易滿意度函數型態的影響 

關於品質失驗和個別交易滿意度（滿意度失驗）的關係，首先，將所有的資

料一起納入分析，結果如表 7.1所示。從表 7.1可知，由於三次項的係數達顯著

水準，因此，整體而言，品質失驗和個別交易滿意度之間可能存在有三次曲線的

關係。 

進一步將表 7.1的曲線模式與基礎模型（線性模型）進行模型比較檢定時發

現，表 7.1的曲線模式與基礎模型之間的解釋能力並沒有顯著的差別（F[2, 113]=2.19, 

p>0.10），因此，整體而言，品質失驗和個別交易滿意度之間也可能存在一次的

線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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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品質失驗和個別交易滿意度之迴歸分析 

自變數 個別交易滿意度 a 

常數項 0.15 

品質失驗 1.02**** 

(品質失驗)2 -0.04* 

(品質失驗)3 -0.01** 

R2 86.9% 

調整的 R2 86.6% 

F(3, 113)=250.87, p=0.000 

a：表中的數字為各個自變數對應的迴歸係數，以下各表同此說明。 
*: p<0.10, **: p<0.05, ***: p<0.01, ****: p<0.001 

 

另外，進一步將品質失驗分成正向失驗和負向失驗兩部份，再分別對個別交

易滿意度做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7.2 所示。根據表 7.2，在負向品質失驗的情況

下二次項的迴歸係數顯著，表示在負向品質失驗的範圍，品質失驗和個別交易滿

意度之間可能存在二次曲線的關係。進一步將表 7.2的曲線模式與基礎模型（線

性模型）進行模型比較檢定時發現，表 7.2的曲線模式的解釋能力顯著優於基礎

模型（F[1, 77]=3.61, p<0.10），因此，在負向品質失驗的部份，品質失驗和個別交

易滿意度之間存在有凸向原點（係數為正）的二次曲線關係。然而，在正向品質

失驗的部份，二次項的迴歸係數並不顯著，因此，在正向品質失驗的部份，品質

失驗和個別交易滿意度之間的函數型態可能是存在一次的線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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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品質失驗和個別交易滿意度之迴歸分析：區分正負向失驗 

負向失驗 正向失驗 

自變數 個別交易滿意度 自變數 個別交易滿意度

常數項 0.26 常數項 0.28 

負向品質失驗 1.27**** 正向品質失驗 0.83** 

(負向品質失驗)2 0.07* (正向品質失驗)2 -0.03 

R2 79.9% R2 44.0% 

調整的 R2 79.4% 調整的 R2 42.0% 

F(2, 77)=153.04, p=0.000 F(2, 55)=21.60, p=0.000 

*: p<0.10, **: p<0.05, ***: p<0.01, ****: p<0.001 

 

在確定正、負向品質失驗和個別交易滿意度之間存在的函數型態之後，為了

比較正、負向品質失驗對個別交易滿意度的影響是否相同，本研究依照 Anderson 

and Sullivan（1993）和Mittal et al.（1998）的作法，將正、負向失驗取自然對數

（負向失驗的轉換式為：-[Ln-(負向失驗)]），之後，再分別用正向失驗和負向失

驗部份的資料（皆包含零失驗部份的資料；零失驗的部份，由於無法取對數，本

研究依據自然對數分配二次遞減的特性，取一個比 0 小的數字［正向失驗的部

份，用-1.38代入］或比 0大的數字［負向失驗的部份，用 1.38代入］代替）分

別對個別交易滿意度做迴歸。只要自然對數項的係數顯著即可證明正、負向失驗

對個別交易滿意度的影響有二次遞減的現象存在（Anderson and Sullivan 1993），

同時，若負向失驗部份的係數大於正向失驗部份的係數時，即可證明負向失驗的

影響大於正向失驗的影響（Mittal et al. 1998），分析結果如表 7.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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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正、負向品質失驗和個別交易滿意度之不同影響 

負向失驗 正向失驗 

自變數 個別交易滿意度 自變數 個別交易滿意度

常數項 -1.42**** 常數項 1.34**** 

Ln(負向品質失驗) 1.45**** Ln(正向品質失驗) 0.83**** 

R2 73.3% R2 41.5% 

調整的 R2 72.9% 調整的 R2 40.5% 

F(1, 78)=213.90, p=0.000 F(1, 56)=39.76, p=0.000 

*: p<0.10, **: p<0.05, ***: p<0.01, ****: p<0.001 

 

從表 7.3可知，在負向品質失驗的部份，自然對數項顯著，因此，再次得到

負向品質失驗對個別交易滿意度的影響存在有二次遞減的現象。在正向品質失驗

的部份，自然對數項的係數也達到極顯著的水準，因此，品質失驗和個別交易滿

意度之間也可能存在有邊際遞減的二次曲線關係。此外，由於負向品質失驗自然

對數項的係數大於正向品質失驗自然對數項的係數1（βLn(負向品質失驗)=1.45 vs. β

Ln(正向品質失驗)=0.83；Z=3.75, p<0.001），因此，可以證明負向品質失驗對個別交易滿

意度的影響大於正向品質失驗對個別交易滿意度的影響，故假說 1-3獲得支持。 

為了進一步確認在正向品質失驗的部份，品質失驗和個別交易滿意度之間可

能的函數關係，必須比較線性函數模型和取自然對數模型（二次曲線關係）那一

個模型的解釋能力較佳。由於上述兩個模型之間是屬於非巢型（nonnested）的關

係，因此，本研究採行 Davidson and MacKinnon（1981）所提出的 J檢定法來檢

                                                 
1 依據 Cohen and Cohen（1983），兩獨立樣本的迴歸係數差異的檢定統計量為：

Z=(Bi1-Bi2)/(SE2
Bi1+SE2

Bi2)1/2； 

其中，SEBi=(sdY/sdi)([1-R2
Y]/[n-k-1])1/2(1/[1-R2

i])1/2，R2
Y即 R2

Y‧12…k、R2
i即 R2

i‧12…(i)…k的縮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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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那一個模型的解釋能力比較好。J 檢定的執行步驟如下：1.先估計對立假說模

型，並取得應變數的預測值；2.將從對立假說模型取得的應變數預測值放入虛無

假說模型，當作是解釋變數，此一新的待估計模型稱為人為模型（artificial 

model）；3.估計人為模型，檢定從對立假說模型取得的應變數預測值對應變數是

否具有顯著的解釋能力。如果從對立假說模型取得的應變數預測值的係數顯著，

表示對立假說模型的解釋能力較佳，反之，若從對立假說模型取得的應變數預測

值的係數不顯著，則表示虛無假說模型的解釋能力較佳。J檢定的結果，如表 7.4

所示。 

從表 7.4可知，當以線性模型為虛無假設模型時，個別交易滿意度預測值並

不顯著（β=0.14, p=0.813），另外，當以取自然對數模型為虛無假設模型時，個

別交易滿意度預測值也不顯著（β=0.87, p=0.125），因此，J 檢定的結果並無法

決定那一個模型的解釋能力較佳，換言之，在正向品質失驗的部份，品質失驗和

個別交易滿意度之間可能存在一次的線性關係，也可能存在二次的曲線關係。 

 

表 7.4 正向品質失驗和個別交易滿意度的函數關係：J檢定 

線性模型為虛無假設模型 取自然對數模型為虛無假設模型 

自變數 個別交易滿意度 自變數 個別交易滿意度

常數項 0.25 常數項 0.17 

正向品質失驗 0.66 Ln(正向品質失驗) 0.11 

個別交易滿意度預測值 0.14 個別交易滿意度預測值 0.87 

R2 44.0% R2 44. 0% 

調整的 R2 42.0% 調整的 R2 42.0% 

F(2, 55)=21.61, p=0.000 F(2, 55)=21.61, p=0.000 

*: p<0.10, **: p<0.05, ***: p<0.01,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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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了瞭解容忍區間對個別交易滿意度函數型態的影響，本研究進一步

依據容忍區間尺度範圍區分的三個區間（由於情境 K 和情境 L 的操弄未通過操

弄檢定，因此，「超乎想像的品質」的部份無法進行檢定，故只剩下三個區間）

分別進行品質失驗對個別交易滿意度的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7.5 所示。從表 7.5

可知，在低於「可容忍的最低品質」區間的部份，雖然迴歸模型的二次項達顯著

水準，但是二次項係數為正（曲線凸向原點），剛好跟假說 1-2b的假說方向相反，

因此，假說 1-2b並未獲得支持。另外，「可容忍的最低品質」到「一般的品質」

和「一般的品質」到「可能遭遇的理想品質」等兩個區間，迴歸模型的二次項皆

未達到顯著的水準，故假說 1-1a和假說 1-1b亦不成立。 

 

表 7.5 品質失驗和個別交易滿意度：容忍區間個別區間的迴歸分析 
 

低於「可容忍的最低品質」 
（情境 A、B） 

「可容忍的最低品質」到

「一般的品質」 
（情境 E、G） 

「一般的品質」到「可能

遭遇的理想品質」 
（情境 H、I） 

自變數 
個別交易 
滿意度 

自變數 
個別交易

滿意度 
自變數 

個別交易 
滿意度 

常數項 0.20 常數項 0.10 常數項 0.38*** 

品質失驗 1.54**** 品質失驗 0.87**** 品質失驗 0.70**** 

(品質失驗)2 0.13** (品質失驗)2 -0.04 (品質失驗)2 0.02 

R2 74.5% R2 71.5% R2 70.2% 

調整的 R2 73.1% 調整的 R2 70.0% 調整的 R2 68.6% 

F(2, 35)=51.21, p=0.000 F(2, 36)=45.24, p=0.000 F(2, 37)=43.53, p=0.000 

*: p<0.10, **: p<0.05, ***: p<0.01, ****: p<0.001 

 

檢視容忍區間尺度範圍區分的三個區間對應的品質失驗資料分佈的範圍發

現，在低於「可容忍的最低品質」的區間（情境 A和情境 B），對應的品質失驗

資料分佈的範圍界於-5 和+1 之間（容忍區間尺度和品質失驗之間的相關係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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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 p<0.01），在「可容忍的最低品質」到「一般的品質」的區間（情境 E和情

境 G），對應的品質失驗資料分佈的範圍界於-4和+3之間（容忍區間尺度和品質

失驗之間的相關係數為 0.48, p<0.01），在「一般的品質」到「可能遭遇的理想品

質」的區間（情境 H和情境 I），對應的品質失驗資料分佈的範圍界於-2和+4之

間（容忍區間尺度和品質失驗之間的相關係數為 0.54, p<0.001）。因此，雖然整

體而言，容忍區間尺度和品質失驗之間的對應關係還不錯（相關係數γ=0.82, 

p<0.001），但是，想要進一步細分容忍區間尺度的範圍來對應品質失驗的範圍

時，相關性就降低了。 

進一步依據樣本資料的品質可容忍度（Q7）的得分和上述三個容忍區間個

別區間範圍的一致性做為篩選的準則（亦即在低於「可容忍的最低品質」區間的

資料，其品質可容忍度的得分應該低於 4分，在「可容忍的最低品質」到「一般

的品質」區間的資料，其品質可容忍度的得分應該界於 4分和 7分之間，在「一

般的品質」到「可能遭遇的理想品質」區間的資料，其品質可容忍度的得分應該

界於 7分和 10分之間），將資料純化之後（共刪除 15筆不符合上述準則的資料），

依據上述容忍區間尺度範圍區分的三個區間再分別進行品質失驗對個別交易滿

意度的迴歸分析（情境 G 的部份，品質可容忍度的得分小於等於 7 分的資料歸

入「可容忍的最低品質」到「一般的品質」的區間進行分析，品質可容忍度的得

分大於等於 7分的資料則歸入「一般的品質」到「可能遭遇的理想品質」區間進

行分析），結果三個區間的迴歸式二次項皆不顯著（在低於「可容忍的最低品質」

區間的部份，迴歸式二次項β=0.07, p=0.244；在「可容忍的最低品質」到「一

般的品質」區間的部份，迴歸式二次項β=-0.07, p=0.256；在「一般的品質」到

「可能遭遇的理想品質」區間的部份，迴歸式二次項β=0.01, p=0.842），仍然未

能支持假說。 

為了確定受測者間實驗設計下個別情境歸屬的容忍區間範圍和受測者內實

驗設計下個別情境所歸屬的容忍區間範圍之間是否有顯著的差異存在，本研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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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了一個後測實驗。後測問卷依據前測四的問卷內容（受測者間的問項設計），

另外加上一題受測者內的情境品質可容忍度的問項，將正式實驗中的 12個情境

全部列出，要求受測樣本填答每個情境的品質可容忍度（問卷詳附錄 6）。 

後測實驗的樣本共 159人，問卷回收後，首先依據前測四和正式實驗使用的

問卷檢測原則來過濾問卷：負向品質情境圈選的知覺品質如果大於 7（普通的品

質）則視為無效問卷；正向品質情境圈選的知覺品質如果小於 7 則視為無效問

卷。之後，比較受測者間實驗設計下實驗情境的品質可容忍度的得分和受測者內

實驗設計下該情境的品質可容忍度的得分，當做是檢測問卷的原則，進一步來過

濾問卷。若兩者得分座落於不同的容忍區間範圍（若品質可容忍度的得分低於 4

分，則落於低於「可容忍的最低品質」的區間，若品質可容忍度的得分界於 4

分和 7分之間，則落於「可容忍的最低品質」到「一般的品質」的區間，若品質

可容忍度的得分界於 7分和 10分之間，則落於「一般的品質」到「可能遭遇的

理想品質」的區間，若品質可容忍度的得分高於 10分，則落於大於「可能遭遇

的理想品質」的區間），則視為無效問卷，資料不納入後續分析。刪除資料不全

（3份）、無效問卷（54份；依據第一個問卷檢測原則刪除了 2份問卷、依據第

二個問卷檢測原則刪除了 52份問卷），納入分析的問卷共有 102份。 

針對前述假設檢定所使用的 6個情境分析發現，在受測者內的情況下，情境

A（n=102; m=1.23, s=0.72; t=-39.12, p=0.000）和情境 B（n=102; m=1.76, s=1.13; 

t=-20.07, p=0.000）的品質可容忍度的平均得分皆小於 4，因此，落入低於「可容

忍的最低品質」的區間範圍；情境 E（n=100; m=4.79, s=1.89; 大於 4：t=4.17, 

p=0.000; 小於 7：t=-11.68, p=0.000）和情境 G（n=102; m=5.57, s=2.02; 大於 4：

t=7.83, p=0.000; 小於 7：t=-7.15, p=0.000）的品質可容忍度的平均得分界於 4到

7之間，因此，落入「可容忍的最低品質」到「一般的品質」的區間範圍；情境

H（n=102; m=8.53, s=1.82; 大於 7：t=8.48, p=0.000; 小於 10：t=-8.15, p=0.000）

和情境 I（n=102; m=9.63, s=1.75; 大於 7：t=15.15, p=0.000; 小於 10：t=-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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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7）的品質可容忍度的平均得分界於 7到 10之間，因此，落入「一般的品

質」到「可能遭遇的理想品質」的區間範圍。 

另外，在受測者間的情況下，情境 A（n=14; m=2.07, s=1.27; t=-5.69, p=0.000）

和情境 B（n=7; m=2.71, s=1.38; t=-2.46, p=0.024）的品質可容忍度的平均得分皆

小於 4，因此，落入低於「可容忍的最低品質」的區間範圍；情境 E（n=7; m=4.86, 

s=1.95; t=1.16, p=0.289）的品質可容忍度的平均得分等於 4、情境 G（n=7; m=7.29, 

s=0.95; t=0.79, p=0.457）的品質可容忍度的平均得分等於 7，因此，屬於「可容

忍的最低品質」到「一般的品質」的區間範圍（兩個端點）；情境 H（n=9; m=8.56, 

s=1.24; 大於 7：t=3.78, p=0.003; 小於 10：t=-3.51, p=0.004）和情境 I（n=9; m=9.44, 

s=1.01; 大於 7：t=7.23, p=0.000; 小於 10：t=-1.64, p=0.069）的品質可容忍度的

平均得分界於 7到 10之間，因此，落入「一般的品質」到「可能遭遇的理想品

質」的區間範圍。 

比較上述各個情境在受測者間和受測者內的問項設計下的結果可知，就前述

假設檢定使用的 6個情境（情境 A、B、E、G、H、I）而言，受測者間和受測者

內問項設計的差別，對於各個情境的品質可容忍度座落區間的影響並不大。亦

即，無論是在受測者間或受測者內的問項設計下，受測樣本皆認為，情境 A 和

情境 B座落於低於「可容忍的最低品質」的區間範圍，情境 E和情境 G座落於

「可容忍的最低品質」到「一般的品質」的區間範圍，情境 H和情境 I座落於「一

般的品質」到「可能遭遇的理想品質」的區間範圍。 

經過上述資料純化分析和後測實驗確定各個分析情境歸屬的容忍區間範圍

無誤之後，本研究認為，造成前述假說 1 不成立的原因可能是因為知覺品質（Q6）

和品質可容忍度（Q7）的 13點衡量尺度並非全然的等距尺度的關係。例如：在

知覺品質（Q6）的部份，雖然衡量尺度中間的部份是 7點的李克特尺度，但是，

為了配合檢定假說 1的需要，在 7點的李克特尺度以外特別增加了衡量極端情況

的尺度部份，這個部份並非嚴謹的等距尺度。亦即，衡量極端差的情況的「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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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超乎想像的差」的 3點量表和衡量極端好的情況的「超乎想像的好—極端

的好」的 3點量表的刻度（極端差的部份：-3、-2、-1，極端差的部份：+1、+2、

+3）之間可能並非等距。在這種情況之下，所衡量到的樣本資料的變異除了樣本

之間真正的差異之外，還包括了衡量尺度所造成的差異，職是之故，即使是依據

樣本資料的品質可容忍度（Q7）的得分將資料純化之後，分析的結果仍然無法

支持假說 1。 

最後，關於品質失驗對個別交易滿意度（即滿意度失驗）的解釋能力和品質

失驗對知覺滿意度的解釋能力兩者優劣的比較方面，由於兩個模型的應變數（個

別交易滿意度［滿意度失驗］和知覺滿意度）不同，性質上是屬於兩個獨立的模

型，但是，由於兩個應變數之間在概念上又有某些關連存在（雖然本研究衡量的

是主觀知覺的滿意度失驗，但是，概念上，［主觀推論的］滿意度失驗是知覺滿

意度和預期滿意度之間的差異），因此，本研究採用多變量複迴歸的分析分式，

來驗證假說 1-4，驗證的結果如表 7.6所示。 

從表 7.6 兩個迴歸模型的比較檢定統計量（Wilks’ Lambda = 0.64, Pillai’s 

Trace = 0.36, Hotelling-Lawley Trace = 0.57, Roy’s Greatest Root = 0.57且 p值皆小

於 0.0001）可知，兩個模型中品質失驗對應變數的解釋能力有顯著的差異，品質

失驗對個別交易滿意度（滿意度失驗）的解釋能力（調整的 R2＝86.6%；F(3, 

113)=250.87, p=0.000）明顯優於品質失驗對知覺滿意度的解釋能力（調整的 R2＝

75.7%；F(3, 113)=121.65, p=0.000），因此，假說 1-4得到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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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 品質失驗與個別交易滿意度和知覺滿意度：解釋能力的比較 

本研究提出的關係論點 傳統文獻上的關係論點 

自變數 
個別交易滿意度 
（滿意度失驗） 

自變數 知覺滿意度 

常數項 0.15 常數項 4.36**** 

品質失驗 1.02**** 品質失驗 0.74**** 

(品質失驗)2 -0.04* (品質失驗)2 -0.04** 

(品質失驗)3 -0.01** (品質失驗)3 -0.01** 

R2 86.9% R2 76.4% 

調整的 R2 86.6% 調整的 R2 75.7% 

F(3, 113)=250.87, p=0.000 F(3, 113)=121.65, p=0.000 
Wilks’ Lambda = 0.64, F(3, 113)=21.65, p<0.0001 
Pillai’s Trace = 0.36, F(3, 113)=21.65, p<0.0001 

Hotelling-Lawley Trace = 0.57, F(3, 113)=21.65, p<0.0001 
Roy’s Greatest Root = 0.57, F(3, 113)=21.65, p<0.0001 

*: p<0.10, **: p<0.05, ***: p<0.01, ****: p<0.001 

 

貳、累積滿意度與個別交易滿意度：邊際微調模型的驗證 

關於累積滿意度和個別交易滿意度之間的關係，首先，將個別交易滿意度分

成正向失驗（個別交易滿意度）和負向失驗（個別交易不滿意度）兩部份（皆包

含零失驗的部份），再分別和前一期的累積滿意度一起對當期的累積滿意度做迴

歸，結果如表 8所示。 

從表 8.1的曲線模式分析結果可知，無論在正向失驗（個別交易滿意度）或

負向失驗（個別交易不滿意度）的部份，二次項的係數都不顯著，因此，實證資

料分析的結果似乎顯示，曲線模式調整機制的假說（假說 2-1b）未獲得支持，而

線性模式的調整機制假說（假說 2-1a）則可能獲得支持（表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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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個別交易滿意度和累積滿意度之迴歸分析：曲線模式 

負向失驗 正向失驗 

自變數 累積滿意度 自變數 累積滿意度 

常數項 2.13**** 常數項 1.55** 

前一期的累積滿意度 0.54**** 前一期的累積滿意度 0.67**** 

個別交易不滿意度 0.64*** 個別交易滿意度 0.32 

(個別交易不滿意度)2 0.02 (個別交易滿意度)2 -0.04 

R2 66.6% R2 38.8% 

調整的 R2 65.1% 調整的 R2 35.0% 

F(3, 67)=44.51, p=0.000 F(3, 49)=10.35, p=0.000 

*: p<0.10, **: p<0.05, ***: p<0.01, ****: p<0.001 

 

表 8.2 個別交易滿意度和累積滿意度之迴歸分析：線性模式 

負向失驗 正向失驗 

自變數 累積滿意度 自變數 累積滿意度 

常數項 2.09**** 常數項 1.61** 

前一期的累積滿意度 0.54**** 前一期的累積滿意度 0.67**** 

個別交易不滿意度 0.55**** 個別交易滿意度 0.17** 

R2 66.5% R2 38.3% 

調整的 R2 65.5% 調整的 R2 35.8% 

F(2, 68)=67.47, p=0.000 F(2, 50)=15.51, p=0.000 

*: p<0.10, **: p<0.05, ***: p<0.01, ****: p<0.001 

 

進一步依據 Anderson and Sullivan（1993）以及Mittal et al.（1998）的作法，

將正、負向個別交易滿意度失驗取自然對數（負向失驗時轉換式為：-[Ln-(負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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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驗)]，正、負向個別交易滿意度失驗皆包含零失驗部份的資料；零失驗的部份，

由於無法取對數，本研究依據自然對數分配二次遞減的特性，取一個比 0小的數

字［正向失驗的部份，用-1.38代入］或比 0大的數字［負向失驗的部份，用 1.38

代入］代替），之後，再分別與前一期累積滿意度對當期累積滿意度做迴歸。只

要自然對數項的係數顯著即可證明正、負向個別交易滿意度失驗對累積滿意度的

影響有二次遞減的現象存在（Anderson and Sullivan 1993），同時，若負向失驗部

份的係數大於正向失驗部份的係數時，即可證明負向失驗的影響大於正向失驗的

影響（Mittal et al. 1998），分析結果如表 8.3所示。 

從表 8.3可知，無論是在正向個別交易滿意度失驗和負向個別交易滿意度失

驗的部份，自然對數項都顯著，因此，正、負向個別交易滿意度失驗對累積滿意

度的影響也都可能存在有二次遞減的現象，亦即曲線模式調整機制的假說（假說

2-1b）可能獲得支持。 

 

表 8.3 個別交易滿意度和累積滿意度之迴歸分析：取自然對數 

負向失驗 正向失驗 

自變數 累積滿意度 自變數 累積滿意度 

常數項 1.51*** 常數項 1.86*** 

前一期的累積滿意度 0.51**** 前一期的累積滿意度 0.67**** 

Ln(個別交易不滿意度) 0.94**** Ln(個別交易滿意度) 0.23** 

R2 58.5% R2 39.4% 

調整的 R2 57.3% 調整的 R2 36.9% 

F(2, 68)=47.90, p=0.000 F(2, 50)=16.24, p=0.000 

*: p<0.10, **: p<0.05, ***: p<0.01, ****: p<0.001 

 

為了進一步確認正、負向個別交易滿意度失驗和累積滿意度之間可能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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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數關係，本研究再次採行 Davidson and MacKinnon（1981）所提出的 J檢定法

來檢測線性模型和取和取自然對數模型（二次曲線關係）那一個模型的解釋能力

較佳。J檢定的結果，如表 8.4和表 8.5所示。 

從表 8.4可知，在負向個別交易滿意度失驗的情況下，當以線性模型為虛無

假設模型時，累積滿意度預測值並不顯著（β=0.20, p=0.363），另外，當以取自

然對數模型為虛無假設模型時，累積滿意度預測值則非常顯著（β=0.84, 

p=0.0001），因此，J檢定的結果告訴我們線性模型的解釋能力優於取自然對數模

型，換言之，在負向個別交易滿意度失驗的部份，個別交易滿意度和累積滿意度

之間存在一次的線性關係。 

另外，從表 8.5可知，在正向個別交易滿意度失驗的情況下，當以線性模型

為虛無假設模型時，累積滿意度預測值並不顯著（β=1.31, p=0.338），另外，當

以取自然對數模型為虛無假設模型時，累積滿意度預測值也不顯著（β=-0.36, 

p=0.811），因此，J檢定的結果並無法決定那一個模型的解釋能力較佳，換言之，

在正向個別交易滿意度失驗的部份，個別交易滿意度和累積滿意度之間可能存在

一次的線性關係，也可能存在二次的曲線關係。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結論：在負向失驗的情況下，線性模式調整

機制的假說（假說 2-1a）獲得支持，而在正向失驗的情況下，則是線性模式調整

機制（假說 2-1a）和曲線模式調整機制（假說 2-1b）的假說都獲得部份的支持。 

最後，由於在線性模式的調整機制2下（表 8.2），負向個別交易滿意度失驗

的係數大於正向個別交易滿意度失驗的係數（β個別交易不滿意度=0.55 vs. β個別交易滿意度

=0.17；Z=4.00, p<0.001），因此，負向個別交易滿意度失驗對累積滿意度的影響

                                                 
2 雖然在正向失驗的情況下，線性模式和曲線模式的調整機制都可能存在，但是，由於在負向

失驗的情況下，只有線性模式成立，因此，在驗證假說 2-2時，我們採用線性模式調整機制

的情況來進行比較。另外，在曲線模式（取自然對數模型；表 8.3）的調整機制下，負向個

別交易滿意度失驗對累積滿意度的影響也大於正向個別交易滿意度失驗對累積滿意度的影

響（βLN[個別交易不滿意度]=0.94 vs. βLN[個別交易滿意度]=0.23；Z=4.7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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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於正向個別交易滿意度失驗對累積滿意度的影響，故假說 2-2獲得支持。 

 

表 8.4 負向個別交易滿意度失驗和累積滿意度函數關係：J檢定 

線性模型為虛無假設模型 取自然對數模型為虛無假設模型 

自變數 累積滿意度 自變數 累積滿意度 

常數項 1.72*** 常數項 0.28 

前一期的累積滿意度 0.43*** 前一期的累積滿意度 0.08 

個別交易不滿意度 0.46**** Ln(個別交易不滿意度) 0.19 

累積滿意度預測值 0.20 累積滿意度預測值 0.84**** 

R2 66.9% R2 66.9% 

調整的 R2 65.4% 調整的 R2 65.4% 

F(3, 67)=45.16, p=0.000 F(3, 67)=45.16, p=0.000 

*: p<0.10, **: p<0.05, ***: p<0.01, ****: p<0.001 

 

表 8.5 正向個別交易滿意度失驗和累積滿意度函數關係：J檢定 

線性模型為虛無假設模型 取自然對數模型為虛無假設模型 

自變數 累積滿意度 自變數 累積滿意度 

常數項 -0.48 常數項 2.52 

前一期的累積滿意度 -0.21 前一期的累積滿意度 0.91 

個別交易滿意度 -0.06 Ln(個別交易滿意度) 0.30 

累積滿意度預測值 1.31 累積滿意度預測值 -0.36 

R2 39.4% R2 39.4% 

調整的 R2 35.7% 調整的 R2 35.7% 

F(3, 49)=10.64, p=0.000 F(3, 49)=10.64, p=0.000 

*: p<0.10, **: p<0.05, ***: p<0.01,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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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顧客忠誠度、累積滿意度與個別交易滿意度：累積滿意度中介角色的

驗證 

關於顧客忠誠度、累積滿意度與個別交易滿意度之間可能存在的中介關係，

驗證結果如表 9所示。Baron and Kenny（1986）所提出的中介效果檢定步驟如下：

1.當自變數對應變數做迴歸分析時，自變數必須對應變數有顯著的影響；2.當自

變數對中介變數做迴歸分析時，自變數必須對中介變數有顯著的影響；3.當自變

數和中介變數一起對應變數做迴歸分析時，中介變數必須對應變數有顯著的影

響，而自變數對應變數則必須沒有顯著的影響（完全中介）或是顯著性下降（部

份中介）。分析結果，個別而言，個別交易滿意度對顧客忠誠度和累積滿意度都

有顯著的影響，然而，當個別交易滿意度和累積滿意度一起對顧客忠誠度進行迴

歸分析時，個別交易滿意度對顧客忠誠度的影響卻從極顯著的影響變成不顯著，

而累積滿意度對顧客忠誠度則具有極顯著的影響，因此，可以證明累積滿意度居

於個別交易滿意度和顧客忠誠度之間完全中介的地位（Baron and Kenny 1986；

Venkatraman 1989），故假說 3獲得支持。 

 

表 9 顧客忠誠度、累積滿意度與個別交易滿意度：中介關係之迴歸分析 

 應變數 

自變數 顧客忠誠度 累積滿意度 顧客忠誠度 

常數項 4.37**** 4.47**** 0.68 

個別交易滿意度 0.45**** 0.46**** 0.06 

累積滿意度   0.83**** 

R2 45.9% 61.8% 66.7% 

調整的 R2 45.4% 61.5% 66.1% 

 
F(1, 115)=97.38, 

p=0.000 
F(1, 115)=186.00, 

p=0.000 
F(2, 114)=114.32, 

p=0.000 

*: p<0.10, **: p<0.05, ***: p<0.01,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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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品牌忠誠或品牌轉換的行為意圖與累積滿意度：累積滿意度忠誠門檻

模型的驗證 

關於品牌忠誠或品牌轉換的行為意圖與累積滿意度之間的關係，首先，將研

究品牌當期的累積滿意度的分數和競爭品牌的累積滿意度的分數（此即忠誠門檻

值）相減，之後，再對重購意圖（會或不會再重購）進行羅吉斯迴歸分析，分析

的結果如表 10.1 所示。此外，為了確定對應的類別，本研究進一步將累積滿意

度和忠誠門檻值之間的差距轉換成為大於門檻值和小於門檻值的二分類別變

數，之後，再跟重購意圖（會或不會再重購）進行列聯表分析，分析的結果如表

10.2所示。 

從表 10.1 可知，累積滿意度與忠誠門檻值之差距的係數為正，表示當累積

滿意度大於忠誠門檻值愈多時，下次會再重購（即模型中定義的成功事件）發生

的機率越高，相反的，當累積滿意度小於忠誠門檻值愈多時，下次會發生重購的

機率將越低，因此，假說 4 獲得支持。再者，從表 10.2 可知，累積滿意度大於

忠誠門檻值的受測者有 89.8%的人傾向下次會再重購，而累積滿意度小於忠誠門

檻值的受測者則有 55.88%的人傾向下次不會再重購，因此，假說 4-1和假說 4-2

都獲得支持。 

 

表 10.1 品牌忠誠或品牌轉換的行為意圖與累積滿意 
度和忠誠門檻值之差距：羅吉斯迴歸分析 

自變數 重購意圖（會／不會） 

常數項 1.37**** 

累積滿意度與忠誠門檻值之差距 0.86**** 
Hosmer-Lemeshow χ2=10.00, 自由度=7, P值=0.189 

*: p<0.10, **: p<0.05, ***: p<0.01,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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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2 品牌忠誠或品牌轉換的行為意圖與累積滿意 
度和忠誠門檻值之相對大小：列聯表分析 

 累積滿意度小於 
忠誠門檻值 

累積滿意度大於 
忠誠門檻值 

合計 

下次不會再重購 
38 

(88.37%) 
(55.88%) 

5 
(11.63%) 
(10.20%) 

43 
(100.00%) 
(36.75%) 

下次會再重購 
30 

(40.54%) 
(44.12%) 

44 
(59.46%) 
(89.80%) 

74 
(100.00%) 
(63.25%) 

合計 
68 

(58.12%) 
(100.00%) 

49 
(41.88%) 
(100.00%) 

117 
(100.00%) 
(100.00%) 

χ2 = 25.56, 自由度 = 1, P值 = 0.000 

註：每格的第一個數字為格次數、第二個數字為列百分比、第三個數字為行百分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