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探討半導體材料及設備通路商的資訊科技應用、服務品質、顧客滿

意度、及顧客忠誠度之關聯性，故本章即針對過去學者之相關研究進行歸納整理。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主要探討資訊科技應用；第二節主要探討服務品質；第三

節主要探討顧客滿意度；第四節主要探討顧客忠誠度。 

第一節  資訊科技應用 

一、資訊科技之定義 

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IT)一詞，文獻大多以資訊科學與電腦科學的

觀點來定義。Porter & Miller(1985)由價值鏈的觀點，提出除了企業製造和使用的資

訊外，電腦、資料辨識系統、電子通訊、工廠自動化及其他硬體與服務皆可視為資

訊科技。Boynton & Zmud(1987)認為資訊科技包括支援各種形式之資訊處理硬體、

軟體、及人員。Child(1987)認為資訊科技指具備電子通訊能力、電腦儲存能力、資

料處理能力之科技與應用。Scott Morton(1991)則以技術面來看資訊科技，認為資訊

科技包含電腦軟體、硬體、通訊技術、工作站、自動化設備及電腦晶片等。而

Zwass(1992)認為資訊科技是電腦系統中的硬體、軟體、電傳通訊、資料庫以及由這

些設備發展出來的應用技術，如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及專家系統

(Expert Systems，ES)等。 

隨著資訊科技與通訊網路技術不斷的發展，Luftman, Lewis, & Oldach(1993)認為

所謂資訊科技是指企業在傳送資料、資訊及知識所採用之設備，如電腦、資料儲存

裝置、網路及通訊裝置等；而O＇Brien(1995)則指出資訊科技是以電腦為基礎的資

訊系統上，使用硬體、軟體、電傳通訊、資料庫管理及其他資訊處理的技術。 

Davenport & Short(1990)指出在90年代資訊科技的發展正強烈影響著企業之運

作，並且認為企業經常藉由資訊科技來達成內部需求，而資訊科技也常在企業組織、

成員及作業流程上扮演改革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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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科技應用之衡量方式 

Ledingham(1984)指出顧客認為科技介入服務時，會比人員服務更快和更有效

率，所以顧客對此會有一個正向的知覺。Furey(1991)認為IT服務可增加方便性、提

供額外服務和蒐集管理者服務績效的服務品質。Bonfield(1996)、Dabholkar(1996)、

Galbreath(1998)及Pease(1998)分別提出IT的使用也可以增進顧客服務和顧客滿意

度；Cline(1997)、Furey(1991)、Randle(1995)認為IT服務可提供收集顧客資料的方法，

對於管理上在改善作業效率及服務品質是有幫助的；Gummesson(1992)認為加強容

易使用和可靠性在科技介入服務方面重要的歸因，而Dabholkar(1994)也提出應該刺

激介入服務中的科技，賦予這種新科技更多的彈性並允許顧客在交易中可做一些改

變，亦即服務提供者必須提升科技的設計，來增加顧客的滿意度。Zhu, Walter & 

Injazz(2002)經過研究測試，劃分出消費者衡量使用資訊科技服務的七個因素，分別

說明如下並摘要彙整如表2-1。 

(一)容易使用：使用IT服務的複雜性會影響消費者選擇使用IT服務的意願。如

果消費者認為IT服務系統在使用上是困難的，則其可能就不會重視這樣的

服務傳遞通路。 

(二)節省時間：讓消費者過度的等待，可能會使消費者對服務品質的知覺產生

負面的影響。IT服務也可以藉由提供消費者即時且有效率的服務來增加服

務品質。 

(三)便利性：便利性是消費者使用IT服務最主要的利益。McDougall & Levesque 

(1994)提出擁有廣大分支系統和有ATM網路的銀行有機會吸引在此便利區

隔的消費者。Lerew(1997)提出當消費者在任何時間進入銀行帳戶時，可經

由互動式語音回應系統享有便利性，進而增加消費者的滿意度。 

(四)隱私性：當消費者在使用IT服務時，消費者會重視隱私問題，若侵犯隱私

則會影響到消費者對IT基礎服務的評估。 

(五)正確性：正確的提供資訊和服務可以改善服務的可靠度和結果，而資訊科

技可藉由降低錯誤率來改善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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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多功能性：此項目乃衡量IT服務系統的範圍，消費者偏好能提供多樣的服

務以加強主要核心的服務。 

(七)先進科技的使用：此項目衡量消費者對於服務提供者使用先進科技的知

覺。Chakravarty, Feinberg, and Widdow(1997)發現銀行使用最新的科技能提

供顧客許多方便性，因此會影響顧客的滿意度。 

表 2-1  資訊科技服務之衡量因素 

衡量因素 說明 

容易使用 使用 IT 服務的複雜性會影響消費者選擇使用 IT 服務的意

願 

節省時間 IT 服務可藉由提供消費者即時且有效率的服務來增加服務

品質 

便利性 便利性是消費者使用 IT 服務最主要的利益 
 

隱私性 當消費者在使用 IT 服務時，若隱私遭受侵犯會影響消費者

對 IT 基礎服務的評估 

正確性 正確的提供資訊和服務可以改善服務的可靠度和結果，而

資訊科技可藉由降低錯誤率來改善服務品質 

多功能性 衡量 IT 服務系統的範圍，消費者偏好能提供多樣的服務以

加強主要核心的服務 

先進科技的使用 衡量消費者對於服務提供者使用先進科技的知覺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林怡菁(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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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服務品質 

一、服務之定義 

由於各學者的個人觀點不同，對於服務有不同的定義，本文彙整陳智德(2002)

及陳進丁(2004)之碩士論文，將過去學者對於服務的定義整理如表2-2。 

表 2-2  服務之定義 

作 者 定義 
Lovelock(1983) 服務附加於產品之上，對顧客而言將可因此增加對產品的

效用或價值 
Juran(1986) 服務是指為他人而完成的工作 
杉本辰夫(1986) 服務是一種以滿足顧客的要求為前提，為達成企業目標並

確認必要利潤所採取的行動；服務是直接或間接以某種型

態，有代價的供給需要者所要求的事物 
Stanton(1987) 服務是指提供需求滿足並可個別辨認的無形活動，且不然

和商品或其他之出售有所聯結 
淺井慶三郎、清水滋

(1989) 
服務是人類勞動生產，依存於人類行為而非物質的實體 

Murdick, Render & 
Russell(1990) 

服務是幫助生產、運銷貨品以及增進人類生活福祉的活動

Lovelock(1991) 服務是一種商品，但與一般貨品之區別為：(1)是一種自然

商品；(2)自製造過程中與顧客有較多的互動關係；(3)人員

是產品組成的一部份；(4)較難保持一定的品質標準；(5)無
法儲存；(6)與時間因素發生密切關係；(7)在整個過程中屬

於傳送部分 
Enderwick(1992) 服務在經濟上具有不可分割性、異質性、變動性、不可見

性及規範性五種特質 
Kotler(1994) 服務係指一方提供給另一方的任何活動或利益，基本上是

無形的，也不會牽涉任何實體所有權，且不必要附屬於實

體產品 
近滕隆雄(2000) 服務是人或組織體帶來某些效用的一種活動，活動本身是

市場交易的對象，提供服務之主體會利用人、物、體制、

資訊等的服務資訊在一定的經濟活動下，對顧客或企業進

行有價值的生產活動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陳智德(2002)及陳進丁(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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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之特性 

過去的文獻對於服務的特性有許多探討，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1985)

整合過去學者對服務特性之研究，歸納出服務具有四個特性：無形性(Intangibility)、

不可分割性(Inseparability)、異質性(Heterogeneity)與易逝性(Perishability)，分別說明

與整理如表2-3： 

表 2-3  服務之特性 

特性 說明 

無形性 
(Intangibility) 

服務是無形的，顧客很難在購買前完全看到服務的產出或

成果，也缺乏具體標準以客觀判斷服務的優劣，因此，容

易造成購買前的知覺風險，同時會對於服務品質的期望而

影響知覺品質，故口碑宣傳及企業形象等因素將造成重大

的影響 

不可分割性

(Inseparability) 

實體產品大多先經由生產、銷售、消費與使用，但服務則

是先消費再進行生產與消費，且生產與消費往往是同時進

行、同時存在而不可分割，因此，在大部分情況下，生產

者與顧客同時介入生產過程，互動相當頻繁。服務品質發

生於服務傳遞的過程中，通常涉及顧客與服務員的互動，

而隨著顧客參與程度的不同，對產出品質與過程品質的影

響也就互異。在某些情況下，顧客也介入服務提供者對其

他顧客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故服務過程的管理與控制在服

務品質形成的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異質性 
(Heterogeneity) 

隨著服務內容的不同或提供服務的時間與地點不同，都會

使服務的效果不同，即使同一位服務人員也會因時間、地

點、心情、態度、不同的服務對象，而造成服務品質異質

性的來源，增加服務品質標準化的難度 

易逝性 
(Perishability) 

服務無法儲存，產能缺乏彈性，對於需求變動無法透過存

貨進行調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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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蘇元含(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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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品質之定義 

經濟的快速成長帶動服務業的蓬勃發展，因此，許多學者開始注重服務業之品

質問題，由於諸多學者對於服務品質之定義各有其看法，故本文彙整洪瑞英(2004)

及鄒宜真(2004)之碩士論文，將服務品質之定義整理如表2-4。 

表 2-4  服務品質之定義 

作  者 定        義 
Levitt(1972) 服務結果能符合所設定的標準 
Sasser, Olsen & 
Wyckoff(1978) 

不僅指服務的最終結果，也包含提供服務的方式，且由於

服務業產出的無形性、不可儲存性、顧客參與服務程度高

等特性，皆會影響服務產出的品質 
Rosander(1980) 服務業需要比製造業更廣義的服務品質，包括人員績效品

質、設備品質、資料品質、決策品質、結果品質 
Oliver(1981b) 服務品質不同於滿意水準，服務品質是消費者對事物的評

價且具延續性，而滿意水準則是消費者的暫時性反應 
Zeithaml(1981) 把服務品質分為三個不同層次的評價：(1)探索品質－消費

者在買入產品前；(2)經驗品質－產品買進後所經驗的品

質；(3)信賴品質－買進後不經過一段時間很難評估的品質

Churchill & 
Suprenant(1982) 

消費者對於服務的滿意度就是服務品質，取決於實際服務

表現與原來期望服務之差異。服務品質是一種主觀認知的

品質，亦即服務品質的好壞由消費者主觀認定，並不是一

種客觀的評估 
Gronroos(1982) 顧客對於期望服務與接受服務後實際的認知 
Gronroos(1984) 顧客在接受服務前會產生期望品質，而在接受服務後會產

生經驗品質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1985) 

以消費者的觀點，服務品質較產品品質難評估，故服務品

質是顧客期望和實際服務的相較結果，亦即服務品質等於

認知的服務減期望的服務 
Martin(1986) 好的服務品質應具下列五種特性：(1)適用性－服務業者－

所提供的服務應能切合顧客的需要；(2)複製能力－指服務

業者應能提供水準一致的服務；(3)及時性－儘快完成服

務；(4)最終使用者的滿意－讓顧客覺得其所付出的代價是

值得的；(5)符合既定的規格－業者應有能力維持先前所既

定的服務標準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1988) 

服務品質為對於服務優越性(Superiority)的整體評價或態度

Bolton & Drew(1991) 認為零售業的服務品質本質上可以由三種基本品質型態來

定義：搜尋品質、經驗品質以及信用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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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htinen & 
Lehtinen(1991) 

以顧客的觀點談服務品質，服務品質包含：(1)過程品質

(Process Quality)－服務過程中，顧客對此服務的主觀評

價；(2)產出品質(Output Quality)－顧客對服務成果的衡量

翁崇雄(1991) 顧客對服務品質滿意的程度，來自於顧客事前期望的服務

水準，與公司全體人員所提供而顧客實際感受到的服務品

質水準 
林陽助(1996) 將服務品質劃分為兩大類：(1)服務品質是指消費者對服務

整體優越程度之評價，是一種認知性的品質，異於客觀的

品質；(2)服務品質產生於消費者對期望服務與認知服務績

效間的比較 
洪瑞英(2004) 將服務品質分為消費者主觀認知的服務品質及客觀產生於

服務期望與認知服務績效間的比較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洪瑞英(2004)及鄒宜真(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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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務品質之構面 

由於服務品質不易衡量，因此許多學者紛紛針對服務業進行探索性研究，以蒐

集相關衡量資料並歸納較具代表性的構面來衡量服務品質，其中較具代表性的學者

對於服務品質之構面仍有不同見解，分別說明如下： 

Juran(1974)提出以服務品質對顧客造成之影響，將服務品質分為五個構面： 

(一)內部服務品質(Internal Qualities)：係指顧客無法看到的品質，如飯店、餐飲

店的設備及設施是否充分發揮機能，維護工作是否完善等。 

(二)硬體品質(Hardware Qualities)：係指顧客看得見的實體品質，如旅館大廳的

裝潢、房間內的擺設與佈置。 

(三)軟體品質(Software Qualities)：係指顧客看得見的軟體品質，如行李代送服

務、衣物清洗服務等。 

(四)及時反應(Time Promptness)：係指對顧客服務時間的迅速性，如登記住宿、

退宿所需的處理時間。 

(五)心理品質(Psychological Qualities)：係指服務人員的禮貌性，如服務人員接

待顧客的態度。 

Sasser, Olsen & Wyckoff(1978)提出服務品質包含原料、實體設備與服務人員三

部分，而顧客在服務傳送系統中參與及互動程度皆會影響服務品質的評價，因此服

務傳送程序亦為評估服務品質的重要因素之一，並指出服務品質應由以下七個構面

衡量： 

(一)安全性：係指服務系統值得信任的程度。 

(二)一致性：係指好的服務應是一致且標準化的，不應隨人、事、時、地之不

同而有異。 

(三)態度：係指服務人員的態度應有禮且親切。 

(四)完整性：係指服務設施應周全。 

 17



(五)調整性：係指可根據不同顧客的需求而調整服務。 

(六)可近性：係指顧客接受服務方便的程度。 

(七)及時性：係指在顧客期望的時間內提供並完成服務。 

Lehtinen & Lehtinen(1982)認為服務品質是消費者必須在服務之產生過程中，經

由與全組織內各部門產生互動後再進行評量，同時提出三個服務品質之構面： 

(一)實體品質(Physical Quality)：係指服務的實體面，包括設備與建築物。 

(二)公司品質(Corporate Quality)：係指有關於公司的形象或評價。 

(三)互動品質(Interactive Quality)：係指 源自於服務人員與公司、顧客之間的

互動關係。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1985)針對銀行業、信用卡公司、證券經紀商與產

品維修公司等四種服務業進行之研究，發現顧客事先對於服務的期望及事後對於服

務的認知之間存在差距，進而找出衡量服務品質的十個構面： 

(一)可靠性(Realiability)：可靠及正確地執行承諾的服務，如訂房資料正確、於

指定時間內執行服務。 

(二)反應性(Responsiveness)：願意幫助顧客且立即提供服務的意願，如立即回

覆顧客的詢問。 

(三)勝任性(Competence)：擁有執行服務所應具備的能力與知識，如接待人員的

專業訓練。 

(四)接近性(Access)：易於接近和接觸，如接受服務之等待時間適當、作業流程

便利。 

(五)禮貌性(Courtesy)：服務人員表現出禮貌、體貼與尊重，如接待人員的儀表

整齊清潔。 

(六)溝通性(Communication)：傾聽顧客說話，並以顧客了解的方式表達，如解

說飯店內設施的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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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信賴性(Credibility)：服務提供者的可信度與誠實性。 

(八)安全性(Security)：避免顧客遭受風險及危險，如住宿樓層安全。 

(九)瞭解性(Understanding)：瞭解顧客需求，如詢問顧客之特殊需求。 

(十)有形性(Tangible)：服務實體面，如實體設施、提供服務的工具及設備。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1988)再針對其1985年所提出之服務品質構面進

行分析，針對銀行業、長途電話公司、證券經紀商、信用卡公司與電器維修業，並

提出衡量顧客認知品質的多項尺度，其中將原先的十個構面濃縮成五個構面，分別

如下： 

(一)有形性(Tangible)：實體設備、員工的儀表與服務的工具和設備。 

(二)可靠性(Reliability)：正確無誤的執行承諾所提供服務的能力。 

(三)反應性(Responsiveness)：願意幫助顧客。 

(四)保證性(Assurance)：服務人員的專業知識與禮貌，及給予顧客信賴的能力。 

(五)關懷性(Empathy)：企業能提供給顧客關心和特別照顧。 

洪順慶(2003)提出服務業之市場導向的思考架構，主要包含外部行銷(External 

Marketing)、內部行銷(Internal Marketing)與互動行銷(Interactive Marketing)其中互動

行銷係指第一線服務人員從顧客之觀點，提供企業之服務給顧客的互動行為，此服

務品質藉由服務提供者和顧客之間互動產生評價，且產生服務品質的兩個構面： 

(一)技術品質(Technical Quality)：係指顧客得到服務的結果，且決定因素主要

由公司的硬體設所構成，如電腦化系統、機器設備、技術解答、知識等。 

(二)功能品質(Function Quality)：係指得到服務的過程，且由軟體設備所構成，

決定因素包括服務人員的態度、行為、服務意識與顧客接觸等。 

由於許多學者由不同的觀點所提出服務品質之構面亦有所不同，以下彙整過去

學者所提出之服務品質構面，如表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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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服務品質之構面 

作  者 服務品質之構面 
Juran, Gryna & 
Brigham(1974) 

(1)內部服務品質 
(2)硬體品質 
(3)軟體品質 
(4)即時反應 
(5)心理品質 

 

Sasser, Olsen & 
Wyckoff(1978) 

(1)安全性 
(2)一致性 
(3)態度 
(4)完整性 
(5)調整性 

(6)即用性 
(7)時效性 

Rosander(1980) (1) 人員績效品質 
(2) 設備品質 
(3) 資料品質 
(4) 決策品質 
(5) 結果品質 

 

Lehtinen & 
Lehtinen(1982) 

(1) 實體品質 
(2) 企業品質 
(3) 互動品質 

 

Gronroos(1982) (1) 技術品質 
(2) 功能品質 
(3) 公司形象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1985) 

(1) 可靠性 
(2) 反應性 
(3) 勝任性 
(4) 接近性 
(5) 禮貌性 

(6) 溝通性 
(7) 信賴性 
(8) 安全性 
(9) 瞭解性 
(10) 有形性 

Martin(1986) (1) 程序構面 
(2) 友善構面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1988) 

(1) 有形性 
(2) 可靠性 
(3) 反應性 
(4) 保護性 
(5) 關懷性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洪瑞英(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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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服務品質模式 

過去有許多學者提出服務品質的觀念性模式，其中以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1988)三位學者所提出的服務品質觀念性模式最為完整，其主要針對銀行業、

信用卡公司、證券經紀商、產品維修業等四種服務業的管理人員進行深入訪談，並

配合針對四種行業之顧客進行集體訪問，進而發展出一套完整的「服務品質觀念模

式」，一般稱為PZB模式(如圖2-1所示)，以下分別針對此模式之觀念進行說明。 

缺口五

缺口三

缺口四

缺口二

口碑宣傳 個人需求 過去經驗 

期望的服務 

認知的服務 

服務的傳遞 

將認知變為服

務品質的規格

與顧客的 

外部溝通 

顧客 

業者 

缺口一 

對顧客期望服

務的認知 

 

資料來源：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1985) 

圖 2-1  服務品質的觀念性模式 

 21



PZB模式提出服務品質有五個缺口，此缺口即為服務業之服務品質無法滿足顧

客需求或期望的原因，若要讓顧客的需求達到滿意的水準，就必須縮小這些缺口的

差距，其中前四個缺口是服務業提供服務品質的主要障礙，第五個缺口是由顧客認

知服務與期望服務所形成的，且為前四個缺口的函數，此五項缺口之內涵分別如下： 

(一)缺口一：顧客期望的服務與管理者對顧客期望服務認知間的差距(Customer 

Expection-Management Perception Gap) 

此缺口產生的主要原因是服務業的管理者並不瞭解顧客對服務期望所

造成的，因為顧客的需求認知並沒有充分的瞭解，所以，造成服務業所提

供的服務無法滿足顧客的期望。 

(二 )缺口二：管理者對顧客期望服務的認知與服務品質規格間的差距

(Management Perception-Service Quality Specification Gap) 

此缺口是由於受到業者資源條件或市場環境的限制，使得服務業者無

法提供顧客真正所缺的服務規格，進而產生了認知和服務品質規格間的差

距。 

( 三 ) 缺 口 三 ： 服 務 品 質 規 格 與 服 務 傳 遞 間 的 差 距 (Service Quality 

Specification-Service Delivery Gap) 

此缺口的產生是由於服務業的員工在提供服務時，其作業無法標準化

且維持在一定水準上所造成的。即使服務業者對服務方式有明確的規範，

但因服務品質無法標準化，進而影響顧客對服務品質的認知。 

( 四 ) 缺口四：服務傳遞與外部溝通間的差距 (Service Delivery-External 

Communication Gap) 

此一缺口是因為服務業者運用廣告媒體或外部溝通工具時，由於過於

誇大其服務，而影響顧客對服務的期望，過多的承諾或保證雖可提高顧客

的期望，但顧客在接受實際服務無法達到期望時，會大大降低顧客對該服

務品質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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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缺口五：顧客的期望與認知服務間的差距(External Communication-Perceived 

Service Gap) 

此缺口是顧客對事前的服務期望和接受服務後認知間的差距，若事後

的認知大於事前的期望，則顧客對業者所提供的服務品質會感到滿意；然

若事後的認知未達事前的期望，則顧客對業者提供的服務品質將會感到不

滿意，而口碑、個人需求和過去的經驗皆會影響到顧客對服務的期望。 

由此服務品質觀念性模式可知，要使顧客達到滿意的服務品質，必須縮小缺口

五，因為顧客對服務的期望和認知間的差距，決定顧客對服務品質滿意的程度。此

外，三位學者也將第五的缺口獨立出來，單獨從顧客期望的服務和認知服務間的差

距，來衡量顧客知覺的服務品質。 

此外，Gronroos(1984)提出整體認知服務品質模式(如圖2-2)，認為顧客將透過知

覺服務與期望服務的比較，以獲得整體認知的服務品質，並將服務品質分為期望服

務(Expected Service)與知覺服務(Perceived Service)，期望服務係指主要受到行銷活動

中對顧客的承諾及口語傳播與過去經驗所影響，而知覺服務則受技術品質、功能品

質及企業形象之影響。其中，技術品質是顧客與提供服務的業者互動的結果，通常

可透過顧客的評量得知；功能品質是顧客對服務的知覺品質，除服務結果以外，亦

受到整個服務過程的影響；企業形象是顧客對企業知覺的結果，而企業的形象透過

服務的技術品質及功能品質所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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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什麼 如何提供 

認知服務品質

企業形象 

功能品質 技術品質 

知覺服務 期望服務 

傳統行銷活動、意

識型態、口語傳

播、過去經驗 

 
資料來源：Gronroos(1984) 

圖 2-2  整體認知服務品質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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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服務品質的衡量方式 

(一)SERVQUAL(Service Quality)量表 

衡量服務品質的量表始於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1985)發展出以顧客實

際認知的服務水準和顧客期望的服務水準間的差異作為衡量服務品質基礎的

SERVQUAL量表，三位學者又於1988年將原本的量表進行修正，由原先的十個構面

縮減為五個構面，SERVQUAL量表修正前後僅是衡量構面的不同，但衡量方式仍是

以顧客主觀的態度為衡量基礎，將顧客對服務期望水準與實際認知的差距作為衡量

服務品質優劣的標準，其構面對照之關係如表2-6，而1988年提出之SERVQUAL量

表之構面及衡量項目如表2-7所示，其中部分構面的題項是負面的語意，其後於1991

年三位學者再將負面的語意修正為正面的，發現修正後的量表之信度及效度皆有較

佳之結果。 

表 2-6  新舊 SERVQUAL 量表之構面對照表 

1988年SERVQUAL量表之構面 1998年量表/構面 

1995年量表/構面 有形性 可靠性 反應性 保證性 關懷性 

有形性 ◎     

可靠性  ◎    

反應性   ◎   

勝任性    ◎  

禮貌性    ◎  

信賴性    ◎  

安全性    ◎  

接近性     ◎ 

溝通性     ◎ 

19
85
年

SE
RV

Q
U

A
L量

表
之

構
面

 

瞭解性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翁崇雄(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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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SERVQUAL 量表之構面及衡量項目 

構面 衡量項目 

有形性 

(1) 這家公司有現代化的設備 
(2) 這家公司的設施外觀吸引人 
(3) 這家公司的員工穿著整齊 
(4) 這家公司與服務有關的附屬物吸引人 

可靠性 

(5) 這家公司做出的承諾均會及時完成 
(6) 當遭遇問題時，這家公司會熱誠地加以解決 
(7) 這家公司第一次就能提供完善的服務 
(8) 這家公司會於答應完成的時間內提供服務 
(9) 這家公司的紀錄正確無誤 

反應性 

(10) 這家公司不會提醒顧客服務何時開始 
(11) 這家公司的員工無法提供您適當的服務 
(12) 這家公司的員工並不太願意協助顧客 
(13) 這家公司的員工常因太忙無法提供適當服務 

保證性 

(14) 這家公司的員工行為能讓顧客信任 
(15) 您覺得與這家公司接觸很安全 
(16) 這家公司的員工對您很有禮貌 
(17) 這家公司的員工能獲得公司適當的支援，以做好他們的工作

關懷性 

(18) 這家公司不能給您個別的關照 
(19) 這家公司的員工不能給您個別的關照 
(20) 這家公司的員工不知道您的需求為何 
(21) 這家公司並未將您最關切的放在心上 
(22) 這家公司的營業時間未能符合顧客需求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1988) 

(二)SERVPERF量表 

Cronin & Taylor(1992)提出應以服務績效(Performance)為衡量服務品質的基

礎，分別依未使用重要性加權之直接績效衡量模式(SREVQUAL)、使用重要性加權

之直接績效評量模式(加權的SERVQUAL)、未使用重要性加權之績效與期望差距模

式(SREVPERF)、及使用重要性加權之績效與期望差距模式(加權的SREVPERF)等四

種量表對四個服務產業進行實證研究，比較四者的信度、效度及解釋能力，認為衡

量服務品質之量表採用SERVPERF較佳，其中SERVPERF量表的問卷項目大致上仍

沿用SERVQUAL量表的五個構面，但SERVPERF量表僅針對服務績效進行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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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Non-Difference量表 

Brown, Churchill, & Peter(1993) 對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1988) 在

SERVQUAL量表中所使用認知服務和期望服務進行服務品質的衡量持有不同看

法，認為此種方法會造成衡量服務品質的第三個變數－差異分數(Difference Score)，

將使認知服務及期望服務變數產生較高的重疊性，因此，提出Non-Difference量表，

以直接評量顧客對認知服務及期望服務二者間的差距來衡量服務品質。經實證結果

發現， Non-Difference 量表相較於 SERVQUAL 量表有較高的信度，故認為

Non-Difference量表的衡量方法較SERVQUAL量表為佳。 

以上說明之服務品質量表皆有其可取之處，本文參考蘇雲華(1996)之研究，提

出前述量表之比較表(如表2-8所示)。 

表 2-8  服務品質量表之比較 

量表類型 
比較內容 

SERVQUAL 
量表 

修正 SERVQUAL
量表 

SERVPERF 
量表 

Non-Difference 
量表 

服務品質界定

因素 

顧客對服務的期

望和實際認知的

差異 

顧客對服務的期

望和實際認知的

差異 

業者執行服務的

績效 
顧客對服務的期

望和實際知覺服

務兩者間的契合

程度 
表達方法 問卷 問卷 問卷 問卷 
基本問項 22 項 22 項 22 項 22 項 

是否跨業運用 是 是 是 是 
問項是否隨產

業不同而調整 
未強制規定，但

可調整 
未強制規定，但

可調整 
未強制規定，但

可調整 
未強制規定，但

可調整 

問項字句 正負問項各佔

60%及 40% 
全部為正面問項 正負問項各佔

60%及 40% 
正負問項各佔

60%及 40% 
期望和實際問

項內容是否

SERVQUAL 相

同 

－ 70%不同 

和 SERVQUAL
實際知覺項目相

同 

詢問方式不同，

但各項詢問事項

相同 

Va：顧客對某一

服務的期望知覺

Va：顧客對某一

服務的期望知覺
變數 

Va：顧客對某一

服務的實體知覺

Va：顧客對某一

服務的實體知覺

Va：業者執行服

務的績效 
Va：顧客心目中

對服務的期望和

實際知覺服務兩

者間的契合程度

問項尺度 七點尺度 七點尺度 七點尺度 七點尺度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蘇雲華(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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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顧客滿意度 

一、顧客滿意度的定義 

顧客滿意度之定義大多以服務品質為基礎，但實際上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度並

不相同，Mittal & Lassar(1998)認為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是相似但不相等的概念，並

透過實證研究指出兩者在衡量上，服務品質之衡量尺度不等於顧客滿意度之衡量尺

度。本文以下彙整過去學者對於服務品質的定義，如表2-9： 

表 2-9  顧客滿意度之定義 

作  者 定        義 
Cardozo(1965) 最早提出顧客滿意度之觀念，並認為顧客滿意度會提升顧

客再購機會，且不易轉換其他的產品 
Howard & Sheth(1969) 顧客滿意度是對其購買付出與獲得的報酬是否適當的一種

認知狀態 
Miller(1977) 顧客滿意是由顧客預期程度與認知績效兩者交互作用所致

Hempel(1977) 
顧客滿意度決定於顧客所預期的產品利益之實現程度，其

反映預期的服務水準與實際感受的服務水準間的差距程度

Oliver(1981a) 滿意度包含情感與認知成份的一種購買後的評估行為 
Churchill & 
Suprenant(1982)  

顧客滿意度是一種購買與使用的結果，是由購買者比較預

期結果的報酬和投入成本所產生的 
Engel, Blackwell & 
Miniard(1986) 

顧客在使用產品之後，會對產品績效與購買前信念之間的

一致性加以評估，當二者間有相當的一致性時，顧客將獲

得滿足，反之，將產生不滿意的結果 
Oliver & Desarbo(1988) 將顧客滿意度視為是購前期望與購後績效的函數 
Tse & Wilton(1988) 顧客滿意度可視為顧客對於事前預期與認知績效間知覺不

一致的評估反應 
Spreng(1993) 顧客滿意是指消費者經過購買後，評估購買過程所產生的

感性及理性知覺狀態 
Anderson, Fornell & 
Lehmann(1994) 

從特定交易觀點指出顧客滿意度是顧客對某一特定購買場

合或購買時點的購後評估，而累積交易觀點指出，顧客滿

意度是顧客對商品或服務之所有購買經驗的整體 
Ostrom & 
Iacobucci(1995) 

滿意與否是一項相對的判斷，其同時考慮顧客經由購買獲

得的品質和利益，及為達成此次購買所負擔的成本和努力

Kotler(1999) 顧客滿意度是一個人所感覺的愉悅程度高低，係源自其對

產品知覺績效和個人對產品的期望，兩相比較後所形成

的，亦即顧客滿意是知覺績效和期望的函數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陳智德(2002)及洪瑞英(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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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顧客滿意度的衡量尺度 

有關顧客滿意度的衡量，不同的學者提出不同的衡量尺度，本文參考陳智德

(2002)之碩士論文，分別將不同方法之說明整理如下： 

(一)簡單滿意尺度(Simple Satisfaction Scale) 

從「完全滿意」、「滿意」、...、「很少滿意」、「沒有滿意」等可分為三

至七個尺度。此一尺度隱含一個假設，很少滿意發生或沒有滿意發生即代

表不滿意。 

(二)混合尺度(Mix Scale) 

從「非常滿意」、「滿意」、...、「不滿意」、「非常不滿意」等可分為三

至七個尺度。此一尺度隱含的是滿意和不滿意是連續帶上的兩端。 

(三)期望尺度(Expectational Scale) 

衡量對產品的滿意是以比較顧客的期望和績效好壞，此種衡量尺度隱

含的觀念為產品的績效比顧客的預期績效好，則顧客會感到滿意，反之，

產品的績效比顧客的預期差，則顧客會感到不滿意。 

(四)態度尺度(Attitude Scale) 

衡量顧客對產品的態度，從「非常喜歡」、「喜歡」、...、「不喜歡」、「非

常不喜歡」等可分為三至七個尺度，顧客愈喜歡某產品，則代表對此產品

的滿意程度愈高。 

(五)情感尺度(Affect Scale) 

衡量顧客對產品的情感反應，正面的情感反應象徵顧客對產品的滿

意，負面的情感反應表示顧客對產品的不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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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顧客滿意度的衡量構面 

有關衡量顧客滿意度之構面，有些學者認為顧客滿意度是一種整體性、概括性

的概念，因此，僅用單一項目，即整體滿意程度來進行衡量。Czepiel & Rosenberg(1976)

認為顧客滿意度可視為整體性的評估，代表顧客對產品不同屬性主觀反應之總合；

Day(1977)認為滿意是一項整體性、概括性的現象，衡量單一的整體滿意度即可。 

此外，有學者認為顧客滿意度是一種多重項度的衡量，即綜合性尺度，先衡量

產品各屬性的滿意度，再加總求得整體的滿意度。Pfaff(1977)認為單一整體滿意程

度並非衡量顧客滿意的最佳方式，因為此種衡量方式會使顧客在面臨一複雜的情況

下，作出一立即且粗糙的反應；Singh(1991)也從社會心理學與組織理論中發現，滿

意是一種多重的構面，即應以多重項目來衡量滿意度，同時指出顧客滿意度的衡量

會因產業或研究對象不同而有所差異，採用此種方法衡量整體的顧客滿意度時，其

分析方法又可分為兩種：其一為依照產品屬性佔顧客知覺的重要性來分配權重，再

透過加總求得整體滿意度；其二則以整體滿意度為應變數，以各產品屬性的滿意度

為自變數，建立迴歸模型，以瞭解各產品屬性和整體滿意度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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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顧客忠誠度 

一、顧客忠誠度之定義 

有關顧客忠誠度的定義，各學者有其不同的觀點，以下分別彙整相關之定義，

如表 2-10： 

表 2-10  顧客忠誠度之定義 

作  者 定        義 
Dick & Basu(1994) 顧客忠誠度可視為個人態度和再購行為兩者間關係的強度

Jones & Sasser(1995) 顧客忠誠是顧客對某特定產品或服務的再購意願，並認為

顧客忠誠度有長期忠誠與短期忠誠兩種，前者是指顧客長

期的購買，不易改變選擇，後者則是當顧客有更好的廠商

或產品選擇時，就會立即放棄原有的選擇 
Bhote(1996) 顧客忠誠度是顧客滿意公司的商品或服務，導致其願意為

公司做宣傳 
Oliver(1997) 顧客忠誠度是指雖然受到環境影響或行銷手法可能引發潛

在的轉換行為，但顧客對其所喜好的商品或服務的未來再

購買和再惠顧的承諾仍不會有所改變 
Hepworth(1998) 顧客忠誠會造成顧客再購買此公司產品或服務的行為 
Bowen & 
Shoemaker(1998) 

顧客忠誠度是顧客再次光臨的可能性大小，並且願意成為

此企業的一份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陳智德(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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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顧客忠誠度之衡量方式 

有關顧客忠誠度的衡量，有許多學者提出不同的方法，Selnes(1993)認為顧客忠

誠度包含未來購買的可能、服務契約的持續、轉換品牌的可能性以及正面的口碑宣

傳，並以顧客是否願意再次前來消費、顧客將此企業介紹給親友、幫此家企業建立

正面口碑等三方面的意願來衡量顧客之忠誠度。Jones & Sasser(1995)將顧客忠誠度

的衡量分為再購意願、主要行為與次級行為等三類，其中，再購意願係指在與顧客

接觸時，詢問其未來再購買產品或服務的意願，再者主要行為係指顧客實際發生重

複造訪的行為，而次級行為則是探討顧客主動向家人或朋友推薦的行為。Gronholdt, 

Martensen & Kristensen(2000)指出顧客忠誠度可由四個指標構成，包括顧客的再購意

願、向他人推薦公司或品牌的意願、價格容忍度和交叉購買的意願。 

以下分別彙整相關衡量方式，如表 2-11： 

表 2-11  顧客忠誠度之衡量 

作  者 衡量構面 
Selnes(1993) (1) 顧客是否願意再次前來消費 

(2) 顧客將此企業介紹給親友 
(3) 幫此家企業建立正面口碑 

Jones & Sasser(1995) (1) 再購意願 
(2) 主要行為 
(3) 次級行為 

Gronholdt, Martensen & 
Kristensen(2000) 

(1) 顧客的再購意願 
(2) 向他人推薦公司或品牌的意願 
(3) 價格容忍度 
(4) 交叉購買的意願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陳智德(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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