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方法 

本章主要說明研究方法，共分五節：第一節根據文獻的彙整，發展出本研究

之觀念性架構；第二節則根據研究架構提出研究假設；第三節針對研究變數，分

別說明操作性定義與衡量方式；第四節則闡述研究對象與抽樣設計；最後第五節

呈現整個資料分析的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隨著全球半導體與電子工業的發展，台灣的半導體產業 2004 年全年產值達

10,990 億新台幣，這樣的規模除了半導體製造業外，還包括半導體封裝、測試，

及設計等相關半導體產業，但是，半導體通路產業卻很少受到政府和產業研究單

位的重視，特別是半導體材料及設備通路產業更是如此，在日益競爭的產業環境

下，通路商不再僅是單純的代理銷售產品，更需要結合本身的專業與服務能力，

來強化與下游顧客間的關係，進而創造顧客的忠誠度。因此，通路業也可以算是

服務業的一種，過去許多研究探討服務業之服務品質、顧客忠誠度與顧客滿意度

的關聯性，大部分的文獻對於服務業之服務品質的探討大多仍僅結合顧客滿意度

及顧客忠誠度等構面的探討，然而，隨著網際網路與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對於

資訊科技應用的結合之相關研究卻是付之闕如。故本研究嘗試結合資訊科技應

用、服務品質、顧客忠誠度與顧客滿意度等多變數，並進行變數間因果關係之實

證研究。 

本研究依據第二章相關文獻的整理歸納，並且詢問產業界之專家意見後，嘗

試以國內半導體材料及設備通路商所服務的半導體製造商及 TFT-LCD 製造商為

研究對象，並以通路商之資訊科技應用、服務品質、顧客忠誠度與顧客滿意度為

四大構面，採用驗證性的方法，利用問卷調查的方式，將各種指標所得的訊息數

量化，再利用線性相關結構(Linear Structural Relation，LISREL)來探討此四大構

面之間的互動關聯，提供未來後續研究以及通路商提升服務品質之參考。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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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念性架構如圖 4-1 所示： 

 

服務品質 

顧客滿意度 

資訊科技應用 顧客忠誠度 

H1 

H2 

H3

H4 

H5 

圖 4-1  本研究的觀念性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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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章節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文獻探討及研究架構，本研究擬先論

述預期的可能結果，以提出主要的研究假設，並透過實證資料來進行驗證與分

析。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假設，分列如下： 

一、資訊科技應用與服務品質及顧客滿意度之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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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可提升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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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rkley & Gupta(1994)發展了一個模式來描述資訊科技如何被使用來改善服

務績效，結果發現資訊科技已經被使用或是可以被用來改善特定的服務品質範

圍，包括可靠度、反應性、溝通性、安全性、瞭解消費者及品質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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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質和顧客滿意度。 

Furey(1991)、Randle(1995)、Cline(19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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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tner, Brown & Meuter(2000)根據服務接觸的驅動因素與使用者兩構面，提

出科技注入矩陣(Technology Infusion Matrix)，由矩陣中可知顧客能有效使用科技

的服務接觸來強化其經驗，創造顧客滿意度。 

Zhu, Walter & Injazz(2002)認為在服務品質的衡量上，衡量 IT 服務工具是必

須的，亦即 IT 的應用會影響服務品質，同時提出服務品質模型來連接顧客知覺

的 IT 服務及傳統服務品質構面，並透過 SERVQUAL 量表來衡量顧客知覺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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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品質內容及顧客滿意度。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兩點假設： 

H1：資訊科技應用對服務品質有正向關係 

H2：資訊科技應用對顧客滿意度有正向關係 

二、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度及顧客忠誠度之關聯性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1990)強調公司提供的服務低於顧客的期望

時，顧客會產生不滿意的知覺，但因知覺服務品質及滿意度均為顧客知覺服務水

準與期望服務水準之間差距的函數，因此，一般來說未將兩者嚴格進行區分。 

Cronin & Taylor(1992)以結構方程式模式為研究工具，針對數個服務產業進

行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度間相互關係的實證研究，指出服務品質為顧客滿意度的

決定因素，亦即服務品質為顧客滿意度的先行變數，而服務品質會影響購買意願。 

Anderson & Sullivan(1993)提出由服務品質到顧客滿意度的因果關係的整合

性觀點，認為對於某一特殊的交易，服務品質是交易滿意的前因，亦即服務品質

是顧客滿意度的前置變項。 

Oliver(1993)及 Rust & Oliver(1994)也提出服務品質決定滿意度的說法，進而

在某一特定層面上，滿意度會再影響未來對於品質的知覺。 

Zeithaml & Bitner(1996)認為顧客滿意度的範圍比服務品質更廣泛，並提出產

品品質、服務品質、價格、情境因素或個人因素皆會影響顧客滿意程度，知覺服

務品質雖專注於服務品質的構面，但服務品質仍是影響顧客滿意度的重要因素之

一。 

Ruyter, Bloemer & Peeters(1997)結合滿意度與服務品質，建立一個滿意度與

服務品質的整合模式，結果發現服務品質是影響顧客滿意度最主要的因素，此

外，認知和不確定因素也會影響顧客的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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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 & Baker(1997)以四種不同型態的服務業為樣本，探討服務品質、顧客

滿意度與再購意願間的關係，發現服務品質及顧客滿意度對購買意願有顯著正向

影響。 

王精文與沙俊豪(2000)以國內某證券商為研究主體，探討綜合證券商服務品

質、顧客滿意度與業績績效間的關係，結果發現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間存在顯著

正相關。 

劉崇義(2001)針對國內 30 家壽險公司之服務人員及顧客進行實證研究，亦

得到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3：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度有正向關係 

H4：服務品質與顧客忠誠度有正向關係 

三、顧客滿意度與顧客忠誠度之關聯性 

Oliva, Oliver & MacMillan(1992)指出顧客滿意度與顧客忠誠度間的關係是

一種非線性相關，當顧客滿意度高於滿意水準的臨界點時，滿意度的增加會使顧

客再購買的意願快速增加；反之，顧客滿意度低於滿意水準的臨界點時，滿意度

的降低會使顧客再購買的意願快速減少。 

Anderson & Sullivan(1993)針對顧客滿意的前因和後果變項做研究，結果指

出顧客滿意度會正向影響顧客再購買意願，而顧客再購買行為是顧客忠誠度的一

種表現，所以，推論顧客滿意度與顧客忠誠度兩者間為正相關。 

Heskett, James, Loveman, Sasser & Schlesinger(1994)在其所提出的服務－利

潤鏈(Service-Profit Chain)中表示，企業的利潤和成長主要來自顧客的忠誠度，而

顧客的忠誠度主要受到顧客滿意度的直接影響。 

Jones & Sasser(1995)針對汽車、個人電腦、室內電話公司、航空公司和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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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行業，進行顧客滿度與顧客忠誠度關係之研究，發現顧客滿意度對顧客忠誠度

的影響，會因競爭環境、產業結構的不同而有所差異，提出獨佔性越強，顧客忠

誠度將提高。 

Taylor & Baker(1997)以四種不同型態的服務業為樣本，探討服務品質、顧客

滿意度與再購意願間的關係，發現服務品質及顧客滿意度對購買意願有顯著正向

影響。 

郭德賓(1999)針對百貨服飾業、汽車維修業、商業銀行業、人壽保險業、航

空運輸業、醫療保健業、技職教育業及補習教育業等八種行業，進行顧客滿度與

顧客忠誠度關係之研究，結論指出顧客滿意對消費者的再購傾向、介紹意願、價

格容忍均有顯著正向關係。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5：顧客滿意度與顧客忠誠度有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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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變數之操作性定義與衡量方式 

根據觀念性研究架構，本節提出本研究各項研究變數的操作性定義，問卷內

容則參照相關文獻、專家意見加以修正，以符合實際狀況。各研究變數的衡量尺

度採取Likert五點尺度來衡量，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別以1~5標示

評量值，請問卷受訪者勾選其同意程度。 

一、資訊科技應用 

Zhu, Walter & Injazz(2002)提出消費者衡量使用資訊科技服務的七個因素，

分別是(一)容易使用；(二)節省時間；(三)便利性；(四)隱私性；(五)正確性；(六)

多功能性；及(七)先進科技的使用。本研究經訪談國內半導體材料及設備通路

商、半導體製造商等相關的人員，充分瞭解目前半導體材料及設備通路商所提供

的資訊科技應用服務，以及瞭解半導體製造商相關人員對於資訊科技應用服務的

需求，進而以Zhu, Walter & Injazz(2002)之研究為基礎，並配合專家訪談之建議，

採用「多功能性」、「便利性」、「隱私性」、「節省時間」、及「整體性」等為此構

面之衡量變項。 

二、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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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分析，將原先的十個構面濃縮成五個構面，分別是(一)有形性(Tangible)；(二)

可靠性(Reliability)；(三)反應性(Responsiveness)；(四)保證性(Assurance)；及(五)

關懷性(Empathy)。此為後續相關研究較常用來評估服務品質的構面，然而，本

研究訪談國內半導體材料及設備通路商、半導體製造商等相關的人員，充分瞭解

目前半導體材料及設備通路商所提供的相關服務，以及瞭解半導體製造商相關人

員對於通路商提供服務之需求，進而根據前述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1988)提出之構面加以修正，排除通路商提供之服務中較無有形的部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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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採用「可靠性」、「反應性」、「保證性」、及「關懷性」等為此構面之衡量變

項。 

三、顧客滿意度 

Singh(1991)認為顧客滿意是一種多重的構面，應以多重項目來衡量顧客的滿

意程度。本研究訪談國內半導體材料及設備通路商與半導體製造商等相關人員，

充分瞭解目前半導體材料及設備通路商所提供的相關服務，以及瞭解半導體製造

商相關人員對於通路商提供服務所關心的構面，採用「產品價值」、「人員服務」、

「作業服務」、及「整體表現」為此構面之衡量變項。 

四、顧客忠誠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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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配合半導體材料及設備通路產業之特性

及專家之建議，採用「再購意願」、「交叉購買」、及「價格容忍」為本研究構面

之衡量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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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問卷設計與抽樣 

本研究以問卷作為蒐集原始資料的工具，本節首先針對抽樣設計做一說明，

接著說明問卷的設計與回收情形，最後則說明本研究所進行的研究分析方法。 

一、問卷設計 

(一)問卷研擬過程 

本研究以問卷為研究工具，問卷研擬過程包括四個階段，如圖 4-2 所示。 

初擬 

調查項目 

研擬 

問卷初稿

彙整 

專家意見

進行 

問卷前測 

 

圖 4-2  問卷研擬過程 

(1)初擬調查項目 

根據理論基礎與文獻探討，決定所要蒐集的資訊、問卷的類型與問

題的內容和型式，進一步訂定調查架構及項目。 

(2)研擬問卷初稿 

透過初步訪談，瞭解半導體材料及設備通路產業之特性與半導體製

造商之需求，草擬問卷題目之內容與用語，並決定問題的先後順序及整

個問卷版面的佈局，完成問卷初稿。 

(3)彙整專家意見 

問卷初稿擬定後，進一步訪談專家與業界先進，再次修正問卷之內

容，使問卷更能符合本研究所探討之半導體材料及設備通路產業的服務

特性。 

(4)進行問卷前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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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稿底定後，再分別給予目半導體製造商之相關人員進行前測，藉

以評估問卷填答所需時間、問題語意之適切性，遂根據結果再次修訂問

卷中部分問題的用語字句和先後順序，以改善問卷品質，至此問卷已正

式定稿。 

(二)問卷內容 

本研究主要以問卷作為測量的研究工具，問卷內容可分為資訊科技應用、服

務品質、顧客滿意度、顧客忠誠度與基本資料五大部分，其中，除基本資料外，

其餘部分乃根據研究構面而來，內容中的各項題目基本上乃針對前述之研究變項

而發展，各變項的量表衡量方式均以 Likert 五點尺度加以評量，依「非常不同意」

到「非常同意」。各量表請受訪者勾選其同意程度，進行變數的衡量。以下茲將

各變項所對應的衡量題目以及參考文獻列於表 4-1。 

表 4-1  本研究有關變數之操作型定義與衡量方式彙總 

研究構面 衡量變項 問卷題號 相關文獻 
多功能性 1、2 
隱私性 3 
便利性 4 
節省時間 5 

資訊科技應用 

(第一部份) 

整體性 6 

Zhu, Walter & 
Injazz(2002) 

可靠性 12、13、15、16
反應性 8、10、17 
保證性 7、9、11 

服務品質 
(第二部分) 

關懷性 14、18、19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1988) 

產品價值 22 
人員服務 20、23 
作業服務 21、24 

顧客滿意度 
(第三部分) 

整體表現 25 

Singh(1991) 

再購意願 26 
交叉購買 27 

顧客忠誠度 
(第四部份) 

價格容忍度 28 

Gronholdt, 
Martensen & 

Kristensen(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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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抽樣設計 

(一)母體界定與樣本數量 

本研究使用線性結構關係模型(LISREL)為主要的分析工具。Bagozzi & 

Yi(1988)認為欲使用 LISREL 進行分析，樣本數量至少需要超過 50 個，最重要的

還是要看估計參數，最好達到估計參數的 5 倍或以上。Hair, Anderson, Tathan, & 

Black(1995)認為以最大概似估計法進行參數估計時，樣本數大於 100 以上是最起

碼的要求，因為樣本數太少可能導致不能收斂，但是如果樣本數太大(超過 400)，

則最大概似估計法會變得太敏感，以致於所有的適合度指標都變得很差。尤其是

多元指標(>2)衡量模式時，樣本大小至少要有 150 個，才能夠求得收斂解及適合

解；如果單一因素的衡量指標若是最多只有兩個指標的話，則樣本數的要求應更

大，以免產生不確定的衡量模式。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半導體材料及設備通路商之資訊科技應用、服務品質、顧

客滿意度及顧客忠誠度各構面間的關聯性，並以半導體材料及設備路商所服務之

半導體製造業及 TFT-LCD 製造業為例，所以，本研究以國內半導體製造公司及

TFT-LCD 製造公司為研究對象。另外，本研究總計有 4 個構念以及 16 個測量變

項，若以估計參數的 5 倍計算，則需 100 份有效問卷。本研究之有效問卷數達

278 份，故可符合研究要求。 

(二)抽樣設計 

就本研究的範圍而言，主要是針對國內半導體材料及設備通路商所服務之半

導體製造商及 TFT-LCD 製造商之相關人員進行調查，但礙於時間、經費、人力

等研究資源的不足，本研究無法做全面性的普查，故本研究乃以國內規模較大的

半導體製造商，如台積電、聯電、力晶、南亞等公司，以及 TFT-LCD 製造商，

如友達、奇美等公司，給予問卷受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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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卷發放與回收 

實證調查法主要有三種，分別是郵寄問卷法、人員訪視法以及電話訪談法。

本研究主要是採用郵寄問卷法來蒐集資料。為了提高有效問卷的回收率，本研究

透過管道取得國內主要半導體材料及設備通路商之顧客名單，並以電子郵件之方

式進行問卷的寄發，並以公開之網址提供填答者便利的填寫方式。問卷調查之時

間為 2005 年 6 月 9 日至 6 月 30 日，為期三週，共回收 325 份問卷，扣除填答不

完整及填答之對象非本研究之探討對象，有效問卷共 278 份，有效問卷比率為

8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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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分析方式 

本研究之資料分析主要依各研究變項進行基本分析與整體模式兩部份，在基

本分析方面主要以SPSS 12.0來進行分析，而在整體模式的分析是以LISREL 8.51

來進行分析，各分析方法茲分別敘述如下：  

一、各研究變項基本分析 

(一)敘述性統計分析(Descriptive Statistics) 

敘述性統計分析是用以說明樣本資料結構，是將問卷資料進行單一變數間之

敘述性分析，將受測者對各變數意見之平均值與標準差作一概略描述，平均數代

表受測者對於該問項的看法，平均數愈高代表該屬性較為受測者所重視。而標準

差則視為評量回收的樣本對於該問項之一致性指標，樣本標準差愈小，表示受測

者對於該問項有較一致的看法。 

(二)信度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 

信度是指測量資料的可靠性，即是一份測驗所測得的結果之「穩定性」或「一

致性」。探討信度的途徑可從受測者相互間的變異(Between-Individual Variability)

加以分析，用相關係數表示信度的高低，最普遍的方式是採用 Cronbach α、平均

變異抽取量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以及成份信度來計算信度，其中，

Guielford(1965)認為係數大於 0.7 則表示內部一致性高，係數小於 0.35 則表示內

部一致性低，一般認為信度只要達到 0.6 即可接受。在平均變異抽取量部分，其

值若大於 0.5，則構面之信度即可接受。在成份信度部分，其值若大於 0.6 則可

接受。 

(三)效度分析(Validity Analysis) 

效度乃指正確性，是指衡量工具能夠測出研究人員所要衡量之事物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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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內容效度(Content Validity)及收斂效度(Convergent Validity)判斷資料的

可靠性及正確性。內容效度旨在有系統的檢查問卷內容的適切性，是指該衡量工

具能夠涵蓋研究主題的程度，其乃效度的邏輯類型，決定於研究者如何設計其衡

量工具。收斂效度乃利用平均變異抽取量來衡量，平均變異抽取量乃是計算潛在

變數之各觀察變數對該潛在變數的平均變異解釋力，值愈大則表示潛在變數有愈

高收斂效度。 

(四)相關係數檢定(Correlation Analysis) 

為了解研究架構中各變數間之相互關係，以 Pearson 相關係數矩陣來加以檢

驗其相關是否具有顯著水準，進行假設之驗證。 

二、整體模式之資料分析 

線性結構關係模式(Linear Structural Relation，LISREL)與 Path Analysis, 

Casual Modeling, Linear Casual Analysi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等都是社會

及行為科學研究中常常用來探討因果模式的工具，本研究乃利用 LISREL 作為主

要分析工具，分析流程如圖 4-3 所示。而利用 LISREL 來探討變項間的因果關係

時，其因果模式早已預先做好假定，統計方法只是在此因果模式之下，驗證施測

所得之觀察資料適合度(Fit)，研究者所假設之因果模式未適合施測所得之觀察資

料，使用者應改用另一種因果模式，直到找到一個最合適的模式為止。 

 66



 

發展理論背景模型與假設 

資料樣本 

轉換路徑圖 

建立結構方程式 

確認衡量方程式 

資訊科技應用、服務品質、 

顧客忠誠度與顧客滿意度 

之敘述分析 

模式分析 

適合度評估 

結構模型的假設分析 

LISREL 8.51 

圖 4-3  LISREL 分析流程 

LISREL 模式中主要包括兩部分，一為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另一為測量模式(Measure Model)。結構方程模式旨在說明潛在外生變數

與潛在內生變數之間的因果關係，其亦可同時處理一系列自變數與依變數之間的

關係，此部分在建立之前需先行假設一系列因果關係之理論架構；而測量模式旨

在連結觀察變數與潛在變數或假設性概念之關係，以檢測並描述二者間之關係特

性。由於 LISREL 可以同時處理多組變數之間的關係，它也提供研究者由探索性

分析(Exploratory Analysis)轉成驗證性分析(Confirmatory Analysis)的可能途徑。 

Bagozzi & Yi(1988)認為評估模式適合度主要從基本的適配標準、整體模式

適配度與模式內在結構適配度來衡量，其中整體適配度係指整體模式的外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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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即評量整個模式與觀察資料的適配程度；模式內在結構適配度係指整體模式

的內在品質，即評量模式內估計參數的顯著程度、各指標及潛在變項之信度等。

因此，本研究綜合以上觀點，採用的模式適配度評鑑項目與標準說明如下： 

(一)卡方值(Chi-Square： ) 2χ

卡方值是用以對研究者所提出之理論模式與觀察所得資料可以配

適的虛無假設進行適合度檢定，因此，若卡方值越大，代表理論模式與

實際資料的配適情形越差，通常我們以由卡方值轉換後的P值來探討卡

方值，若P值大於0.05，則代表配適情況佳。 

(二)NCI指數(Normed Chi-Square Index： /d.f) 2χ

由於卡方值對樣本數極為敏感，容易隨著樣本數的大小而改變；當

樣本數太大時，卡方值將會相對提高，而容易達到拒絕虛無假設的現

象；若樣本數太小，卡方值容易不顯著，使研究者容易接受虛無假設。

Hu & Bentler(1995)建議以NCI( /d.f，卡方值除以自由度)作為配適度的

判斷指標，當NCI小於3時，表示模式配適度可以接受。 

2χ

(三)Q-plot圖 

Q-plot圖評估模式是否有細列誤差、是否有違反常態假設、是否為

觀察資料的重要參考指標。評估Q-Plot圖可由兩方面來衡量。若其分曲

線斜率大於1(即大於45度)，則表示模式的適配度不錯，斜率愈大，表示

適配度愈佳。反之，則表示其適配度愈差；另一方面可檢視其標準化的

殘差值所構成的線修是否趨近於一直線，若非直線，則表示模式可能有

細列誤差或違反常態假設。 

(四)GFI指數(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表示由理論模式與假設模式所能解釋的變異量，GFI落在0與1

之間，欲接近1，表示配適度愈佳。 

(五)AGFI指數(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AGFI是表示由理論模式所能解釋實際觀測資料的變異數與共變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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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量，因此，AGFI越接近1表示此模式的解釋能力越高，配適度越佳。

其可對不同自由度的模式進行比較，一般而言，AGFI的值至少應大於

0.8，此模式的配適度才可被接受。 

(六)平均方根殘值(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RMR) 

RMR是配適殘差變異－共變數的平均值平方根，反映的是觀測資料

的變異－共變與推估的變異－共變異的殘差大小，故RMR越小，表示理

論模式與觀測資料的配適情形越佳；若分析的是相關矩陣，RMR的可接

受標準為0.05 以下；若分析的是共變異矩陣，RMR至少需小於0.1，方

可接受。 

(七)各測量指標的信度 

各測量指標的信度包括屬於潛在自變項的觀察指標以及屬於潛在

依變項的觀察指標，分析時以個別項目與個別結構方程式之SMC值

(Squared Multiple Correlation)來判斷，此一數值代表個別觀察變項或整

體結構方程式的線性相關強度，SMC值愈接近1，代表觀察變項適合作

為潛在變項的衡量工具，也代表個別結構方程式的線性相關程度愈高。 

(八)標準化殘差的絕對值 

此數值是由配適殘差除以漸進標準誤(Asymptotic SE)而得，標準化

殘差是檢定模式內在品質的一個重要指標，標準化殘差在解釋上較配適

殘差容易，其絕對值不能大於2.58，若超過2.58，則顯示模式的內在品

質不甚理想。 

本研究將參照上列所述之指標進行模式分析與解釋，以求研究架構達最佳適

配程度，且研究者所建構的理論模式能夠對實際觀測所得的資料予以合理的解釋

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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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LISREL架構分析 

圖 4-4 為本研究之理論模式，主要將 LISREL 模式中之結構方程式以及衡量

模式兩者結合而成。一般來說，LISREL 包含兩種觀察變項與兩種潛在變項，其

中，觀察變項可以直接利用觀察或測量來獲得，一般都以問卷求得，而潛在變項

則無法直接獲得，必須由觀察變項來加以衡量。 

LISREL 可用來分析因果關係，在觀察變項中，可作為潛在自變項的衡量指

標為 X 變項，作為潛在依變項的衡量指標為 Y 變項；而在潛在變項中，被假定

為因者，稱為外生變項或潛在自變項，以符號 ξ表示，被假定為果者，稱為內生

變項或潛在依變項，以符號 η表示。 

 

資訊科技應用

顧客滿意度

服務品質 

顧客忠誠度

可靠性 反應性 關懷性 保證性 

產品價值 人員服務 整體表現作業服務

整體性 

節省時間 

便利性 

隱私性 

多功能性 

價格容忍 

交叉購買 

再購意願 

6ε 7ε 8ε

9ε

1δ  

2δ  

3δ  

5δ  

4δ  

1ε  2ε 3ε 4ε

5ε  

11γ

12γ

12β

23β

13β

y
11λ y

21λ y
31λ y

41λ

y
52λ y

62λ y
72λ y

82λ

10ε

11ε

y
93λ  

y
113λ  

y
103λ  

x
11λ  

x
21λ  

x
31λ  
x
41λ  

x
51λ  

 

圖 4-4  本研究 LISREL 架構理論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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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 LISREL 架構結構方程式模式各參數之說明，如表 4-2 所示： 

表 4-2  觀察變項參數表 

類別 參數名稱 參數說明 

1Χ  多功能性 

2Χ  隱私性 

3Χ  便利性 

4Χ  節省時間 

5Χ  整體性 

1Υ  可靠性 

2Υ  反應性 

3Υ  保證性 

4Υ  關懷性 

5Υ  產品價值 

6Υ  人員服務 

7Υ  作業服務 

8Υ  整體表現 

9Υ  再購意願 

10Υ  交叉購買 

觀察變項 

11Υ  價格容忍 

自變項 1ξ  資訊科技應用 

1η  服務品質 

2η  顧客滿意度 

潛
在
變
項 

依變項 

3η  顧客忠誠度 

51 ~ δδ  X 變項的測量誤差 

111 ~ εε  Y 變項的測量誤差 
xx
5111 ~ λλ  觀察變項 X 對自變項的迴歸係數 
yy
11311 ~ λλ  觀察變項 Y 對依變項的迴歸係數 

1211 ,γγ  潛在自變項 ξ與潛在依變項 η間的關係係數 

其他 

231312 ,, βββ  潛在依變項間 η的關係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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