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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老人福利與安養護照護相關議題 

壹、 老人福利政策與措施 

依據內政部人口統計資料發現：八十二年九月底，台灣地區六十

五歲以上的老年人口已有 1,485,200 人，佔總人口之 7.09％，已達聯

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訂的高齡化社會指標；迄民國九十六年二月份，

老年人口增加到 2,296,368 人，佔總人口的 10.04％，另依據行政院經

建會的推估，預估至民國一一五年就會超過二十％，也就是說，現在

十個人有一個是老人，二十年後每五人中就有一位是老年長者。從以

上資料顯示高齡化社會之快速變遷，將引發新的需求與問題，已成為

政府及民間關注的焦點，因而也須有相對的規劃、因應對策與措施，

乃至法規的修訂，俾使立法、政策、服務合一，有效落實老人福祉。

在高齡化社會裏，如何讓老人維持尊嚴和自主的生活是一項挑戰，也

是整個社會包括老人本身、家庭、民間部門和政府的責任。我國因面

臨家庭功能的轉型與人口結構的改變，而使老人居家安養問題，應予

相當的支持，藉以維繫其功能，或藉由必要的社區資源或福利社區化

之措施協助長者仍能在熟悉的社區環境中頤養天年，若因健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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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自理能力退損、乏人照顧者則以機構安養服務；總之無論是居家

服務、社區照顧或機構養護均應尊重長者的自主選擇，應給予有尊嚴

的服務及生活安全的保障。為了提供老人完善的服務與全人之照顧，

政府之衛生、福利、交通、營建及勞工等相關機關，皆有責任力促老

人之福祉，本研究就內政部推動老人福利現況及未來發展方向，做一

摘要說明(行政院內政部，2007)。內政部推動老人福利措施可分成健

康維護、經濟安全、教育與休間、安定生活、心理及社會適應、其他

福利措施等，分述如下： 

1. 健康維護：包含老人預防保健服務、中低收入老人醫療費用補

助、中低收入老人重病住院看護費補助。 

2. 經濟安全：包含低收入戶老人生活補助、中低收入老人生活津

貼、中低收入老人特別照顧津貼。 

3. 教育及休閒：包含長青學苑、屆齡退休研習活動、興設老人福利

服務(文康活動)中心、各類優待措施、其他休閒育樂活動。 

4. 安定生活：包含居家照顧服務(含居家服務、設置居家服務支援中

心、中低收入老人住宅設施設備補助改善)、社區照顧服務(含老

人保護、日間照顧、營養餐飲服務、短期或臨時照顧)、機構照顧

(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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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安養照護機構 

台灣地區於民國八十二年至九十年間老人的人口比例快速上

升，在這十年之中長期照護機構因應社會需求而快速發展，為了維護

受照顧者的權益，從民國八十八年起，中央或地方政府對護理機構或

安養機構開始了一系列的輔導與評鑑訪查工作。而安養機構是老人賴

以頤養天年的地方，個案具有自理能力，重在一級及二級預防工作，

也就是促進健康與預防疾病，養護機構收住者為失能老人，除了一級

二級預防工作外，還需加強四級預防工作，即儘可能限制殘障程度。

老人大多有一或二種慢性疾病，在機構中照顧老人必須要由完整的醫

療照顧團隊共同合作才能滿足個案的需求(中華民國長期照護協會，

2003)。 

中華民國六十九年一月二十六日總統(69)台統(一)義字第 0561號

令制定公佈「老人福利法」，全文共 21 條。第十八條全文為：為協助

因身心受損致日常生活功能需他人協助之老人得到所需之持續性照

顧，地方政府應提供或結合民間資源提供下列居家服務：居家護理、

居家照顧、家庭服務、友善訪視、電話問安、餐飲服務、居家環境改

善及其他相關之居家服務；前項居家服務之實施辦法。由地方政府訂

之。經歷八十六年、八十九年與九十一年的修法，第十八條雖未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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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服務的內容已隨時空環境變化不斷的改變(邱啟潤等，2004)。另外

在衛生署的「老人長期照護三年計畫」中，欲建立整合性服務網絡，

辦理長期照護單一窗口制度，推動各縣市成立「長期照護管理示範中

心」，建立個案制度，及加強長期照護人力培訓，結合醫療團隊人員、

志工等各領域人才，共同參與長期醫療照護服務工作，加強長期照護

相關專業知能，以提供更符合人性化之服務(行政院，1999)。「建構長

期照護體系先導計畫」中提到，長期照護社區服務網絡應提供適切性

之專業與非專業人力於照顧住宅、家庭托顧、日間照護等多元服務設

施。 

我國在民國八十二年列入高齡化社會行列之前，政府就已在民國

六十九年一月二十六日正式公佈實施「老人福利法」，至今政府為因

應高齡化社會來臨、老人人口的增加及老人福利服務需求之需要，內

政部也推動「加強老人安養服務方案」，制訂相關福利服務政策。內

政部於民國八十四年就開始推動社會福利社區化，其中老人福利補助

項目可分為居家式照護、社區式照護及機構照護三種(辛振三，2003)。 

根據「老人福利法」的規定、長期照護機構、養護機構、安養機

構都是屬於長期照護老人的機構。台灣地區隨著社會結構的改變，也

使得家庭結構隨之改變，核心家庭逐漸取代傳統的大家庭，老人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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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同住的情形也逐年下降，將來住在這些機構的老人會越來越多，如

表 2-1 所示。 

表 2-1、老人居住環境調查表 

資料來源：內政部統計處老人狀況調查報告(更新日期：民國 95 年 8 月) 

老人在進入安養護照護機構時會因環境上的多重改變，必須被迫

面臨適應上的問題，但因老化的緣故，使得在環境上的適應能力也大

不如前，尤其是因身心功能障礙及家庭功能障礙而入住時，在適應上

更易有適應問題產生，因此如何協助老人快速適應新環境是安養照護

機構人員須先重視的(陳玉敏，2000)。下列數項護理原則可協助老人

快速適應新生活環境及品質： 

1. 主動及持續性評估：首先要了解老人入住的原因，當入住後，相

關服務人員應主動詢問老人入住後的感受，及是否有適應上的困

難，以提供照護人員作為評估及擬定專屬的護理計畫。 

2. 主動傾聽：可使老人有被關懷的感覺，有助於個人自尊心的提

調查

年度 與子女同住 僅與配

偶同住
獨居 與親友

同住 
居住安養

護機構 其他 

82 年 67.17 18.63 10.47 2.54 1.04 0.14 

85 年 64.28 20.63 12.28 1.41 0.90 0.50 

89 年 69.68 13.29 6.27 1.25 5.20 1.17 

91 年 60.19 18.98 8.17 0.57 5.62 6.46 
兩代家庭 三代家庭 四代家庭

94 年 
22.49 37.87 0.70 22.20 13.66 0.76 2.26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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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同時也藉此建立良好的互動關係。 

3. 強調自主性：對於自願與非自願入住的老人應給予相當的自主

權，在環境中有越多自主權的老人，其生活滿意度也越多(Schulz 

& Brenner, 1977 )。當老人擁有自主性時，對於安養照護機構的接

受度也越高，同時也會對安養護照護機構產生認同感與歸屬感。 

吳瓊美[1995]由社會人口與照護資源變項對機構式照護態度的影

響可知，民眾對於由機構式照護的方式相當能採理性態度接受，年齡

在 50-64 歲者，可能因即將進入老年期，一方面可能因年齡的增長而

預見自己對長期照護的可能需要，另一方面可能因年齡增長，眼見身

邊親友離去的機會增多，而有感於家庭照護資源的逐漸蕭條，故較能

接受機構式照護的需要；而較高收入者可能因有能力支付昂貴的機構

照護費用，因而傾向送老人進機構療養，另外也會因家中照護人力與

城鄉醫療資源而傾向於機構式照護，本研究個案雙連安養護中心正是

因應家中照護人力不足與城市醫療資源充沛而營運的；由於年齡較老

或居住城區民眾對機構式照護較贊同，因此將來我國長期照護資源應

有適當的地理分佈，在人口較老化地區或城市地區適度調高機構式照

護的資源供應。 

台灣地區目前在民國 86 年「老人福利法」修正後，規劃出下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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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利機構：長期照護機構、養護機構、安養機構、文康機構、服務機

構，主要是依據長期照護與短期照護來區分，表 2-2 為三機構之居住

設施之比較(邱宏哲，2003)： 

1. 長期照護 

(1) 長期照護機構：以照護罹患慢性疾病且需要醫護服務的

老人為目的。 

(2) 養護機構：以照顧生活自理能力缺損且無技術性護理服

務需求的老人為目的。 

(3) 安養機構：以安養自費老人或留養無扶養義務之親屬或

扶養義務之親屬無扶養能力之老人為目的。 

2. 短期照護 

(1) 文康機構：以舉辦老人休閒、康樂、文藝、技藝、進修

或聯誼活動為目的。 

(2) 服務機構：以提供老人日間照顧、臨時照顧、就業資訊、

志願服務、住宅服務、餐飲服務、短期保護裝置、法律

諮詢服務等綜合性服務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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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國內社政體系高齡者入居設施之比較 

類別 長期照護機構 養護機構 安養機構 

定義 

以照護罹患慢性

疾病且需要醫護

服務的老人為目

的。 

以照顧生活自理能

力缺損且無技術性

護理服務需求的老

人為目的。 

以安養自費老人或

留養無扶養義務之

親屬或扶養義務之

親屬無扶養能力之

老人為目的。 

服務

對象 

病情穩定，日常

生活能力重度障

礙，無積極治療

需求，但須技術

性護理服務者。

有特殊項目需服

務者。 

日常生活能力輕度

障礙，無積極治療

需求及須技術性護

理需求，但須長期

照護服務者。 

日常生活自理能力

者。 

服務

內容 

護理服務： 

1. 護理人員 24
小時值班。 

2. 技術性護理

服務。 
3. 一般性護理

服務。 

生活照顧： 

1.有特約醫師及

醫院提供必

要醫療服務。 

護理服務： 

1. 護理人員 24 小

時值班。 
2. 一般性護理服

務。 

生活照顧： 

1.有特約醫師及醫

院提供必要醫

療服務。 

生活照顧： 

1. 療性娛樂活動。 
2. 團體社會化。 

管轄

單位 
內政部 內政部 內政部 

營運

主體 

縣市政府、公私

立財團法人、醫

院等。 

縣市政府、公私立

財團法人。 
縣市政府、公私立財

團法人。 

資料來源：邱宏哲，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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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期照護機構必須提供老人三種生活服務、包括個人服務、保

健服務及照護服務三個方面，其中個人服務包含：餐飲服務、資訊服

務、生活諮詢等，而保健服務則須提供健康管理的事項，照護服務提

供分為照護與介助方面(李世代、蕭淑貞，2001)。各項服務內容如表

2-3 所示： 

表 2-3、老人所需的三種服務 

項目 內容 

餐飲服務 每日三餐、營養食譜、來賓餐飲 
資訊服務 郵件託運、傳達資訊、公告事項 
生活服務 問題諮詢、專家解答 
家事代辦 清潔、洗衣、垃圾處理、購物、行政代辦

販賣物品 生活必需品、消耗品、設置自動販賣機 

個人服務 

娛樂節目 舉辦文化、藝術、運動、旅遊活動 

保健服務 健康管理 定期健診、健康諮詢、日常治療、運動指

導、機構連絡、代辦手續 

照護服務 照護與介助 餐飲、洗澡、排泄介助、機能復健、失智

照護 

資料來源：李世代、蕭淑貞，2001 

第二節、滿意度與服務體驗相關文獻 

壹、 顧客滿意度意涵 

現在是以顧客為導向的時代，企業為能永續經營並提升獲利，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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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以提供符合顧客所期望的產品和服務來滿足顧客需求與愉快的購

買經驗。因此顧客滿意度便成為今日成功企業訂定行銷策略的首要目

標，以下將解釋顧客滿意度之意涵。 

Howard and Sheth (1969)從顧客的評價與比較兩種成份來定義顧

客滿意度，認為是顧客對其購買付出而獲得的報酬是否適當的一種認

知狀態。Day (1977)認為「滿意」是一整體及概括的現象，僅衡量單

一整體滿意度即可。Pfaff (1977)認為顧客滿意涉及許多不同構面及因

素，應由消費者先對產品的各個屬性作評量，之後再予以加總來求得

整體滿意度。 

Churchill and Surprenant (1982)顧客比較其購買產品的成本與使

用產品所獲得的效益結果，是由購買者比較預期結果的報酬和投入成

本所產生的。Tse and Wilton [1988]則認為滿意/不滿意是源於對先前

預期和實際績效差異的一致(confirmation)或不一致(disconfirmation)

結果。 

Anderson et al. (1994) 從特定交易與累積交易二種不同觀點來解

釋，其中特定交易觀點指顧客對某一特定購買場合或購買時點的購後

評估，可提供對特定商品或服務之績效診斷資訊；而累積交易觀點則

指顧客對商品或服務之所有購買經驗的整體性評估，可提供企業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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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目前與未來經營績效之重要指標。 

Engel et al. (1995) 認為「滿意」是對產品使用後的效用與使用前

的認知作比較，若是一致則滿意，反之則不滿意。 

Oliver et al. (1997)則定義滿意度為：當情緒圍繞在連繫顧客有關

先前經驗的感覺之失驗期望，是一種總結心理狀態的結果，簡言之就

是「令人心情舒暢的滿足感」。 

Kotler (2003)認為：滿意度是個人所感覺愉悅或失望的程度，其

乃源自於產品功能性質或結果與個人對產品的期望兩者經比較後所

形成。 

有學者則認為顧客滿意度是一多重項目的衡量，即綜合性尺度。

如 Pfaff (1975)並不贊同以單一的「整體產品滿意程度」作為衡量顧

客滿意程度是最佳的方式，他們認為此種衡量方式會使顧客在面臨複

雜的情況下，作出立即的與不嚴謹的反應，並因此而喪失許多重要的

資訊。因此，許多學者除了衡量顧客對產品的「整體產品滿意程度」

項目外，也衡量其對產品各個屬性的滿意程度。Singh (1991)則從社

會心理學與組織理論中發現，滿意是一多重的構面，即以多重項目來

衡量滿意程度，並且指出顧客滿意的衡量會因產業或研究對象不同而

有所差異。而採用此種方法來衡量整體滿意度時，其分析方法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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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一是依照產品屬性佔顧客知覺的重要性來給予權重，再予以加總

求得整體滿意度；另一方法是以整體滿意度為應變數，以各產品屬性

的滿意度為自變數來建立迴歸模型，以瞭解各個產品屬性和整體滿意

度間的關係。Oliver et al. (1997)認為衡量整體性態度的方法讓消費者

自行將其所重視的屬性加權，較能準確反應出消費者真實的滿意程

度。 

彙整以上學者對於顧客滿意度的定義加以歸納，顧客滿意度係指

顧客在服務前對於服務的期望以及接受服務後的認知作比較，兩者間

之差異愈小，則顧客的滿意度就愈高。 

貳、 服務品質 

Regan(1963)提出服務包含四種特性：無形性(intangibility)是指服

務所銷售的是無形產品，由於服務指的是一種行為，而伴隨不同行業

的特性，因此消費者不易評估服務的內容，對於服務品質更難有一定

評定水準；不可分割性(simultaneity)指的是服務的產生必須要消費者

與服務者同時存在，才能提供服務，而且服務是屬於無法儲存的產

品；異質性(heterogeneity)指的是服務會因企業的屬性不同，而使得提

供服務的時間與地點不同，再加上消費者也會因需求不同，使得服務



 17

的內容並沒有一定的標準；易消滅性(perishability)指的是因服務屬無

形之產品，常會因消費者的不同需求而有所改變，因此無法事先儲存。 

服務品質是一種抽象性的概念，卻又是企業與消費者維持長期

關係的重要關鍵，因此企業紛紛建立起專屬的品質管理系統，但服務

品質相較於評估實體產品品質卻更難評估。在 Parsuraman 等人提出

服務品質的觀念前，大多是以顧客滿意度的高低做為服務品質好壞決

定的標準，當服務品質好，滿意度也就越高，則企業與顧客能維持住

更長的關係。 

服務因具有無形性(intangibility)、不可分割性(simultaneity)、異

質性(heterogeneity)與易消滅性(perishability)，使得服務品質具有下列

三種特質(林昆諒，1984)： 

1. 服務品質對企業與消費者而言，較實體產品品質更難評定。 

2. 對服務品質的知覺認知是接受服務前的期望與實際認知的比較

得來的。 

3. 服務品質評估不只是服務的結果，同時也含了接受服務時的過

程。 

Garvin(1984)認為服務品質是一種主觀的知覺品質，當消費者的

期望品質高於實際的知覺品質，則對服務品質評價較低，反之若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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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高於期望品質，則對服務品質產生較高的評價。 

學者 Par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1985)認為服務品質應是作

為提出服務好壞的標準而非是滿意度，因此在 1985 年時提出： 

1. 對顧客或業者而言，服務品質較一般實體產品品質更難以衡量。 

2. 服務品質的認知是顧客心中預期的與實際認知的服務水準比較

後的結果。 

3. 服務品質的評估不單是依據服務的結果，應包含服務傳遞過程的

評估。 

本研究整理過往之文獻定義服務品質為是消費者中的主觀知覺

品質，會因接受服務過程時的實際服務品質與預期的期望品質做出主

觀評價。表 2-4 為歷年學者衡量服務品質的研究構面。 

Donabedian(1980)提出在評估安養護機構服務品質時應以服務過

程為主，由於服務過程之品質資訊的取得不夠完整，必須以服務設施

與服務結果的評估以彌補接受服務時資訊的不足。因此服務品質應是

指消費者本身依據自身需求，對於接受服務前的期望，與實際接受服

務過程中和服務後，其服務水準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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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客心中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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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服務品質構面統整表 

學者(年代) 構面 定義 
實體品質 有形實體的服務品質 
軟體品質 無形的服務品質 
內部品質 服務人員的服務水準 
反應性 服務人員的反應 

Juran(1974) 

人員心理 服務人員的態度 

實體設施 地點、場景佈置、地點動線、流

程控制 

人員行為 表達能力、態度、衣著、問題處

理、禮貌 
Haywood-Farmer(1988) 

專業水準 專業知識、意見提供、專業技能

有形性 現代化實體設施、服務場景、服

務人員外表穿著 

可靠性 人員承諾的履行、問題的解決、

對人員的信賴 

反應性 人員的立即性反應、隨機應變能

力 
保證性 服務人員的專業知識與技能 

Parasuraman et.al.(1988) 

關懷性 以顧客利益為優先，重視並提供

專屬個別需求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參、 服務體驗 

服務體驗(Service Experience)是指顧客在歷經服務接觸後所產生

的體驗，此乃服務組織、相關系統、程序、及服務人員與顧客所互動

的結果(Bitner et al., 1997)。由於服務提供物的本質、購買決策、消費

體驗以及服務的購後評估，對於服務之消費者而言通常是個問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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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在傳遞無形的提供物、維持服務傳遞的標準化，以及因應需求的

改變上面，均使得服務提供變成一個艱難的任務。因此，本研究以下

將依循 Grace & O’Cass(2004)的概念，將服務體驗分成三部分：服務

場景、人員服務以及核心服務來分別探討。 

一、 服務場景定義及其組成因素 

Kotler(1973)定義服務場景(Servicescapes)是提供給顧客的線索且

在顧客心中創造即時的知覺印象，是很重要且具體的服務性產品元素

之ㄧ。Bitner(1992)也定義服務場景是人們在從事服務行為時，所建

構的實體環境，也就是說，服務場景就是所謂的實體環境之建構。 

Bitner(1992)將服務場景分成三類：自助式服務、互助式服務以

及遠距式服務： 

1. 自助式服務(self-service)：只有顧客在其中，像是 ATM 服務、電

影院等。 

2. 互助式服務(interpersonal service)：經由顧客和人員在其間互動，

像是旅館、餐廳、醫院、銀行、航空業等等。 

3. 遠距式服務(remote service)：只有服務人員在其中，像是客服中

心、保險公司以及其他專業化的服務等等。 

除此之外，Levitt(1981)提到當顧客評估無形商品(如服務)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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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依賴像是外觀以及外部印象；而服務場景就包含了服務產業中的整

體產品和服務之外觀及印象。依據 Levitt(1981)的解釋，當服務業提

供高度的無形產品(即服務)時，顧客很有可能使用有形的屬性，例如

外觀來做判斷和評估。也就是說，服務場景不僅是一個顧客印象的重

要元素，也是顧客用來評估此服務業整體好壞的重要來源。 

事實上，服務場景(或實體環境)包含了一些要素像是裝潢、設計

和招牌已經在許多服務業背景下被察覺到影響消費者評估(Buchanan 

et al., 1999 ; Dube & Renaghan, 2000)。服務場景主要強調良好設計的

實體環境提供易取得商品以及迅速完成購買交易的設備(Grace & 

O’Cass, 2005)。 

服務場景所包含的要素中，有許多視覺線索，例如：顏色、燈光、

空間和機能、個人藝術品、陳列和設計(Bitner, 1992)，特別是顏色是

其中最明顯的視覺線索之ㄧ。因此我們可從安養照護機實體場景，幾

乎都是採用較為柔和且溫暖的色系，以避免引起老人們的情緒不安。 

此外，Bitner(1992)指出，在服務場景中的傢俱與空間的擺設有

關，可透過型態、動線、材質以及規模來呈現，而在環境中燈光的類

型會直接影響個人對空間品質的知覺以及他對空間的情緒方面的知

覺。Gifford(1988)研究指出燈光和內部裝飾會影響到個人舒適以及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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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的情緒。 

除了視覺線索之外，Bitner(1992)指出服務場景也包含許多聽覺

和嗅覺線索，像是音樂。Areni and Kim(1993)指出，對於購買酒的消

費者，播放古典音樂和前四十名的音樂顯著引起高銷售量這是因為音

樂使得消費者去購買更多昂貴的商品。Hui et al.(1997)指出利用音

樂，可以減少在等待服務時的負向情緒。許多研究指出氣味可以用來

增加銷售量，特別是在零售產業中。氣味也會影響消費者的情緒(Bone 

& Ellen, 1999)。 

Ward et al.(1992)指出，與商店服務場景有關者還包含了燈光照

明、佈置商品的分類方式、固定設施、地板、色彩、聲音、氣味、服

務人員的衣著與行為、與現場顧客數量特質和行為等。 

Turley et al.(1992)把服務場景視為與服務設備的內部和外部環境

相關的控制項目，因而產生顧客的情緒或生理反應。廣泛來說，服務

場景自今天已經被視為用來設計購買環境，以產生增加顧客購買可能

性的情緒。 

近年來，服務場景的研究中，也有一例子是由 Sweeney and 

Wyber(2002)檢視了在女性流行零售業中，音樂的效果(節奏和類型)

對於顧客知覺和行為結果的研究，結果顯示喜歡播放中的音樂之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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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有可能感覺到情緒被激發以及對於服務和產品品質有較高的評

價。在音樂類型上，當播放古典音樂時，假若此音樂節奏較輕快則購

物者會有較高的服務品質知覺以及愉悅的情緒。同樣地，愉悅的情緒

也清楚的影響正向的趨近行為而減少趨避行為。 

服務場景在許多服務業中扮演重要角色，像是旅館、餐廳等等。

因為服務場景是顧客與服務人員接觸之前的第一印象(Ingrid, 2004)。

因此，這些服務場景是顧客用來評斷服務人員的態度以及期望的重要

元素之ㄧ。接著顧客使用實體設施，以及與服務人員互動來加深此次

的體驗。但是服務場景是無法孤立存在的，因為商店人員在這些服務

遞送中扮演重要且不可分割的角色，因此也是商店服務提供物的一個

重要要素。以下就來探討有關人員服務的相關文獻。 

二、 人員服務定義及其組成因素 

由於服務具有無形性、不可儲存性，以及服務過程中因顧客涉入

程度高低不同而有所差異，因此消費者對人員服務的感覺，會受到實

際服務與原來期望服務之間的差距所影響，因此，人員服務品質可說

是主觀認知的品質，由消費者主觀認定而非客觀評估而來(Garvin, 

1984)。 

服務人員的表現常常代表著商店的服務品質，包含其服務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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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quist, 1974)與專業知識(Kunkel & Berry, 1968)。一般來說，服務

人員在建立企業與顧客關係的目標中，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但

是整體的服務接觸以及企業與顧客間的交互作用都各自扮演不同的

角色(Shamdasani & Balakrishnan, 2000)。根據 Shostack(1984)對服務接

觸的定義是指：顧客直接和服務交互作用的那ㄧ段期間。因此顧客有

可能和服務企業所提供的服務產生互動，應包含與服務人員、實體設

施以及其它有形的要素。 

John(1999)認為人員服務是指在服務傳遞過程中的員工行為或表

現。因此，以下均從服務傳遞過程的角度，來看待人員服務所包含的

內容。 

Gronroos(1982)提出一套服務品質模式，依服務品質傳遞的內容

與方式，將服務品質區分為技術品質與功能品質二構面，其中技術品

質是指實際所傳送的服務品質，其中包括了技術性解答、員工技能與

知識等；而功能品質就是服務傳遞的方式，像是員工的服務態度都會

影響功能品質。以上二種品質的評估所產生的結果就是企業形象。也

就是說，人員服務的好壞是影響企業形象好壞的重要考量因素。 

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1985,1988, 1991)指出，人員服務

品質知覺是顧客比較實際與期望服務的結果，發展出 SERVQUAL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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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作為衡量人員服務品質的內容，分為以下五種： 

1. 有形性：服務人員的儀表。 

2. 可靠性：服務人員對承諾的服務能準時、準確的完成。 

3. 反應性：服務人員幫助顧客及提供即時服務的意願。 

4. 保證性：服務人員的專業知識、禮貌以及令消費者信賴的能力。 

5. 同理性；服務人員提供顧客個人化的關懷與注意。 

Broderick(1999)認為在消費者評估服務表現時，員工所提供的服

務扮演一重要角色，這是因為「許多服務缺乏的具體性，會因此增加

個人負責傳送服務的價值」。相同地，由員工所提供的服務被認為會

影響服務品質的知覺(Crosby et al., 1990)、未來消費行為(Chandon et 

al., 1997)。以及增加此服務企業的獲利(Pugh, 2001)。 

而人員服務的組成要素，像是Berry and Parasuraman (1991)發現

服務人員如何在顧客面前表現自己，服務人員所說的話、舉止動作、

外表打扮等，都會影響到顧客對此商店的印象。 

Winsted(1993)彙整了相關文獻整理出服務接觸相關行為指標，將

「人員服務接觸」構面分為正式性、禮貌、個人化、關懷、知覺控制、

真確性、友善、迅速八個面向，作為人員服務的評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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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ve et al. (1998)綜合多數學者的研究認為，由於「服務人員」

的因素而影響顧客服務體驗的因子包括：服務人員的衣著打扮、行為

態度、專業技術與對顧客的承諾等。核心服務和員工服務是有緊密相

關的，因為核心服務是指服務傳遞的過程，而員工服務是指在服務傳

遞過程中的員工行為或表現(John, 1999)。John (1999)主張過程和表現

是分開的概念，而顧客的整體體驗包含了核心交易和個人體驗的元

素，而此呈現在不同服務結果和服務接觸的部份中，且以不同方式來

引發個別的體驗。 

三、 核心服務定義及其組成因素 

Gronroos (1990)主張在服務業背景下，核心服務(Core Service)被

定義為「企業存在的基本理由」。由於安養護照護機構除因應政府的

福利政策外，也是希望藉由消費者與安養護照護服務之間可以創造價

值交換以獲得利益。 

Grove et al. (1992)以戲劇演出的觀念描述服務接觸的過程，稱為

劇場理論（dramaturgy theory）。而在其中「表演」這個組成要素的概

念就是本文所強調的核心服務。Grove et al. (1992)認為在服務的過程

中，顧客與服務人員的人際互動稱之為「表演」(performance)，是服

務接觸的主要核心；而劇場理論將場景、服務人員、顧客之間的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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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整合後，所形成的最終結果即為服務表現，是外顯的服務品質，

包括有形產品的品質、服務的速度與服務流程、系統的支援等。 

Sureshchandar et al. (2002)定義核心服務描述了服務的主要內

涵，即描繪了提供 「什麼(what)」的服務內容。 

Lovelock and Wright (2002)認為服務花朵(the flower of service)是

核心產品與周邊服務之組合，利用週邊服務可以提高核心產品之價

值，企業所提供給顧客的通常為一套裝服務，包含：核心產品及增加

核心產品附加價值的周邊服務。 

(一) 核心服務(服務的核心產品) 

核心服務是服務產品的中心概念，核心服務是消費者購買這項服

務的主要動機。而核心服務能夠傳達出最主要的利益給予購買的顧

客。而不管消費者有無意識到購買服務是為了接受核心服務，但是，

只要購買服務的動機不包含核心服務，這項購買服務的舉動便毫無意

義。舉例來說，安養護中心的核心服務概念是提供老人一個養老的地

方。 

(二) 服務的附屬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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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Lovelock and Wright (2002)歸類，服務的附屬產品可以分為

下列八群，而這八群分別圍繞著核心服務，就像一朵花，八個花瓣圍

繞著一個花蕊。 

圖2-1、服務花朵(the flower of service) 

資料來源：Lovelock and Wright (2002) 
 

1. 資訊(Information)： 

資訊是服務企業必須預期消費者的需求，在事前準備好的。 

2. 諮詢(Consultation)： 

諮詢是用來探測消費者的實際需要與發展適當的服務解決方案

的方式，是一種顧客與服務提供者的對話。 

3. 接訂單(Order-taking)： 

核心

服務

款待 

額外服務 保管 

接訂單 

諮詢 

資訊 

付款 

結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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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準備進行購買服務的行動時，接受申請、訂購與預約的關鍵

附屬性活動。 

4. 款待(Hospitality)： 

像是對於顧客的需求做出有禮貌與設想周到的服務，如招呼迎

接、提供休息場所、食物或飲料、到運輸功能等等。 

5. 保管(Safekeeping)： 

當顧客接受一項服務的時候，有時會要求服務人員代為保管個人

財產。像是儲藏、停車空間與看護的提供是最為普遍的。 

6. 額外服務(Exception)： 

如顧客特別的要求、抱怨、建議與讚揚的處理及賠償問題之解決。 

7. 結帳(Billing)： 

從口頭敘述、機器列印、手寫發票到複雜的報表都屬之。隨著電

腦化的引進，越來越多的服務提供者以電腦作為結帳的工具，可

大大提昇效率。 

8. 付款(Payment)： 

目前主要的付款機制還是維持傳統的當面交付現今或支票，而越

來越多的服務企業也可接受信用卡與記帳。其他如代幣、收據、

兌換券或其他預付票也可成為未來付款的方式。 

根據 Kotler (2003)認為一個產品或服務應包含五個層級，而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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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層級依據顧客利益而對產品增加價值。從核心產品或服務作為利基

點，第一個層級是核心利益，也就是顧客所購買的主要服務或是利

益；第二個層級包含核心產品，也就是將此核心產品轉換成行銷產

品；第三個層級是用來描述核心產品的期望屬性和條件；第四個層級

是擴充性產品，這個部份是超乎顧客預期的產品；第五個層級是潛在

性產品，也就是尚未在市場中誕生的未來產品。 

此外，Bowen (1990)研究指出，消費者接觸較標準化、較少人員

服務(如量販店)時應可預期到在核心服務上面有較少的變動。確實，

核心服務的標準化在此類型的產業中像是地點(location)就變成重要

的決策準則，而此核心服務的提供也應與競爭者有所區隔(Heath et al., 

1994)。 

假設 1：安養護中心住民對服務體驗之重要度與滿意度有顯著差異。 

假設 2：安養護中心住民家屬對服務體驗之重要度與滿意度有顯著差

異。 

第三節 人口統計變數相關研究 

人口統計變數常是企業區隔顧客群體最常用的項目。消費者的心

理變數與行為變數常與人口統計變數有高度相關，而且較其他變數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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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易衡量。即使市場並非以人口統計變數來區隔，最後也常與人口特

性相關連，才容易掌握目標市場的大小和設計有效的行銷策略。本研

究人口統計變數有性別、年齡與教育程度，另加住民入住安養護中心

的時間長短作討論，探討居住的時間長短是否會影響住民對安養護中

心的滿意度。以下將舉例說明性別、年齡、教育教育程度這三個常用

的人口統計變數在選擇安養護照護機構時的關連性： 

壹、 性別 

男女由於身體先天條件上的不同，因此在選擇事物上常有很大的

差異，因此性別也是很重要的區隔變數。內政部(1999)在台閩地區老

人福利機構需求狀況調查報告中指出，認為很需要者，男性佔

54.51%，女性佔 49.52%，顯示無論男女性對安養護照護機構有強烈

的需求。 

貳、 年齡 

年齡代表著個人的生活週期，可視為個人購買與消費經驗的累

積，亦具有反映時代意義的社會價值觀，因此消費者對於事物的需求

和購買能力常因年齡而有所不同，因此年齡常是一個重要的市場區隔

化變數。台閩地區 65 歲以上的受訪者認為很需要及需要安養照護機

構者佔 86.7%(內政部，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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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教育程度 

教育程度對台灣地區民眾的消費習性的影響在幾個基本人口變

項裡是最大的(郭貞，1994)。一般而言，教育程度的高低與個人的資

訊處理能力和對創新事物的接受程度成正比，因此教育程度較高者比

較能接受現代的社會價值觀，而較能接受安養照護中心的服務。在教

育程度方面認為需要安養照護機構者，國(初)中佔 90.59%、高中(職)

佔 93.09%、專科佔 94.80%、大學以上佔 96.65%，顯示教育程度越高

者對安養照護機構的需求越強烈(內政部，1999)。 

由於人口統計變數對住民選擇安養護照護中心是有顯著影響，因

此本研究推論： 

假設 3：住民的人口統計變數對服務體驗的結果有顯著差異。 

假設 3.1：不同性別對服務體驗的結果有顯著差異。 

假設 3.2：不同年齡對服務體驗的結果有顯著差異。 

假設 3.3：不同教育程度對服務體驗的結果有顯著差異。 

假設 3.4：不同入住時間對服務體驗的結果有顯著差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