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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在建構大學校院輔諮中心輔導服務品質的評量指標並分

析影響因素。因此蒐集國內外有關輔諮中心輔導服務、服務品質、落

差理論及影響輔導服務品質的有關研究，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問題與驗

證假設的理論依據。本張共分四節：第一節說明大學校院輔諮中心概

況，第二節為服務品質－落差理論，第三節介紹落差理論的有關研

究，第四節探討現階段影響大學校院輔諮中心輔導服務品質的因素。

分述如下：

第一節 大學校院輔諮中心概況

台灣所面臨的高等教育體系的改變，Keller(1983)也指出美國大

學及學院經歷根本的改變，一些因素將影響高等教育的經營，包括財

政問題、學生背景多元化、校際間的競爭、需要的經營技巧、外部調

適等。大學或學院的輔諮中心需要審慎評估這些情形，以發展出合乎

時代潮流的策略與計畫(Bishop,1990; Stone & Archer,1990)。

一、現階段大學校院輔諮中心的角色與功能

Boyd 等人(2003)指出輔諮中心扮演統整大學的教育任務的角色，

以諮詢、教導、預防的、發展的活動以及治療等不同的方法來來支持

任務的達成。對於有生涯、學業、個人問題的學生，提供服務，使他

們在教育機會中獲得最大利益。

由於組織結構和個別校園需求不同，輔諮中心和校園其他單位不

同，輔諮中心需秉持行政中立的角色，如果輔諮中心牽涉到課程、校

規或是行政決策，就會嚴重限制學生對於尋求輔諮中心協助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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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很可能學生在尋求諮商時所揭露的訊息，會影響他們在學校的

權益。

基本上，輔諮中心在行政上屬於大學中的學生事務單位，提供學

生各項生活、學習等服務。諮商心理師必須熟悉學校各單位間的網絡

關係。教學單位、行政單位、轉介和諮詢資源都應密切聯繫合作。輔

諮中心專業人員和行政人員合作，以促進學生的心理健康；輔諮中心

更要和學生事務主管及其他行政主管密切合作，讓他們了解、支持輔

諮中心複雜的角色和任務。

雖然輔諮中心和校園的其他單位保持合作關係，然而輔諮中心卻

必須重視其自身獨特的角色，例如提供危機處理服務，個別和團體心

理治療、生涯發展以及對校園其他單位提供諮詢有關學生特質與發展

問題等。同時，對校園行政人員處理有困擾學生的問題時，能夠從人

本觀念出發，與行政處理之間，尋求一個適當的平衡。

綜合以上的敘述，目前輔諮中心在實務工作上所扮演的三種角色

包括：

(一) 提供諮商和心理治療給有人際適應困擾、發展困擾、職業

困擾及心理困擾而需要專業協助的學生。

(二) 協助學生增進自我認同、學習技巧以達成教育及生活目標

的預防角色。

(三) 透過諮詢及各種延伸服務支持及促進學生健康成長與發

展。

輔諮中心需要清楚而適當的界定其服務計畫的項目，如果輔諮中

心僅限定其服務項目於學業指導、安置服務、講座計畫、訓練學習技

巧、藥物酒精防治計劃其中任何單一的服務項目，都無法有效界定輔

諮中心的角色。

因此，根據輔諮中心的角色，Boyd 等人(2003)提出大學及學院諮

商中心評鑑標準，此評鑑標準亦為國際諮商服務協會用來評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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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澳等地區大學及學院諮商計畫的依據，其中輔諮中心需提供的功

能如下：

(一) 個別及團體諮商或心理治療

輔諮中心必須針對不同的學生群體在遭遇心理困擾時提

供個別或團體諮商或心理治療，並符合下列要求：

1. 個別、團體諮商和心理治療應針對教育、生涯、個人發展

及人際關係議題。

2. 必要時運用心理測驗和評量技術協助學生自我了解、做決

策並在有限的資源中決定最有效的策略。

3. 成員必須接受必要的訓練以符合學生的不同需求。

4. 定期評估服務的有效性．

5. 所有成員都須遵循專業倫理原則．

6. 實習生或半專業人員都必須接受有資格人員的密切督

導，遵循專業訓練的標準。

(二)危機處理和緊急服務

輔諮中心應提供危機處理和緊急服務，不論是直接或

是透過和校園內其他單位合作的方式。心理治療的資源不論

在校園或是社區都應該垂手可得。

輔諮中心應該提供學生緊急服務，對於那些有激烈情緒

壓力的學生，她們對自己或別人都是危險，需要立即到醫院

加以治療。這些服務也可以由校園內的其他單位來執行，而

輔諮中心則與其保持密切聯繫，以確保此類資源能夠適當且

有效的被運用。

(三)延伸服務

輔諮中心應該提供有關學生發展需求的計畫，以發揮學

生潛能在學習經驗上得到最大利益。輔諮中心應提供預防以

及發展的計畫，協助學生獲得新的知識、技巧和行為。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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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積極、理性的自我評估，學習做人際間、課業及生涯的

選擇、增進建立人際關係的能力，讓學生能夠朝向尋求個人

滿足且有效的生活方式的目標而努力。這個計畫需要根據學

生需求、符合不同性別、種族、文化或是身心障礙等學生的

多元特性，甚至亦延伸到不和傳統輔諮中心接觸的學生。

(四)諮詢服務

輔諮中心應該提供諮詢服務給大學校園內其他單位的

成員，讓校園成為有利學生在智力、情緒以及生理方面發展

的環境。輔諮中心在面對行政人員時，在維護學生權益上應

該扮演主動的角色。並提出阻礙學生發展計畫的議題和問題

加以討論。

諮詢應該符合的原則包含：

1. 根據各單位成員的需求提供諮詢，並遵循保密原則。

2. 提供父母、配偶等諮詢服務，勿單獨對學生問題做行

政決策。

(五)轉介服務

輔諮中心必須提供校園內和社區內的轉介資源，讓輔

諮中心的服務能夠延伸到校園範圍之外，以符合學生需求。

(六)研究

輔諮中心對於其服務的效果應進行評估及說明的研究，

並促進服務品質的提升。

(七)計畫評估

對於輔諮中心的服務應該根據對中心評估的資料定期

檢視，與其他學校的比較也可以包含在評估過程中。

(八)訓練

輔諮中心必須提供訓練、專業發展、及繼續教育的經驗

給全體職員及新進員工。提供訓練和督導給中心的成員(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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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實習生、專業輔導老師)是輔諮中心的責任。雖然訓

練和督導是應有的功能，卻不應該影響或取代中心的主要

服務角色。

二、輔諮中心所面臨的改變

Hodges(2001)整理美國大學輔諮中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以推

論出邁向 21 世紀後輔諮中心的轉變與因應。他敘述輔諮中心從過去

二次世界大戰後主要服務於退伍軍人，到現今大學校園開放的多元族

群；諮商專業逐漸被大學所重視，脫離學生事務處（student affair），

成立獨立之輔諮中心；諮商的服務從過去的職業輔導（vocational

guidance），到現在越發專業化，重視衡鑑、診斷與治療，且專業訓練

機構也日益多元．過去幾十年前輔諮中心以促進學生發展的發展模式

進行中心業務的推展，近十年來，採取醫療模式的輔諮中心大幅增加

(Gallagher, Gill & Goldstrom, 1999)。許多學校基於需要，從傳統的以

學業和轉變為主的發展模式，轉換為診斷和治療臨床憂鬱和情緒困擾

的醫療模式(Gilbert, 1992; Schwartz, 1998)。

國內在近十餘年來，大學校數的增加，終生學習的觀念，在職進

修的重視，導致學生族群在許多方面的改變，使大學成為一個多元文

化的社會，輔諮中心也同樣面臨複雜的文化困境。諮商師和當事人各

自把全然不同的態度、價值、信念及行為帶進諮商室。多樣性是大學

校園的事實，不同種族、不同文化、終生學習、同性戀、雙性戀等學

生不一而足，諮商師也被期待能夠有效的面對學生的多樣性。這種能

夠符合來自不同種族、文化、宗教背景學生的諮商能力，成為必需的

專業能力(Sue, 1997)。由於學生問題反映文化及社會議題的複雜性相

當高，因此諮商師與諮商計畫必須針對學生多元文化的背景，例如：

高齡學生或是身心障礙學生，來處理學生的問題。此外，大學諮商師

面臨學生心理治療的需求也包括藥物濫用、性氾濫和暴力行為、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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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功能不良的家庭經驗、AIDS 等多樣性(Stone & Archer，1990)。

Bishop(1990)認為學生的病症、校園危機處理、生涯發展需求等問題，

在面對資金不足或緊縮的情形下，就更具挑戰性。在有限的資源和增

加需求的情況下提供服務並不容易，尤其是，當學生們的問題遠較過

去複雜及影響深遠。

輔諮中心的諮商理念從過去重視「發展性需求」，以心理健康、

尋求自我實現為目標，到現在轉變為「醫療模式」（medical model）。

重視處方與診斷、以及依賴 DSM-IV，將人「病理化」，其實是源自

於近年來有心理疾病的大專學生人數的增加。一個以輔諮中心主任為

對象的研究顯示，82%的主任表示過去五年來，諮商專業人員增加了

處理〝嚴重心理問題〞學生的時間（Gallagher et al., 1999）。增加時

間處裡學生心理疾病的結果是許多輔諮中心的延伸預防服務計畫減

少(Corazzini, 1997)。而讓輔諮中心角色複雜的另一影響是，在國外，

部分大學校園諮商服務納入保險，或將心理健康需求訴諸校外的健康

維護機構(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s; HMOs)，即以社區計畫來

提供學生的諮商服務(Dean & Meadows, 1995; Gallagher, Gill &

Goldstrom, 1997)。諮商服務也開始產生限制，如諮商次數受限、治療

方法受限、學生轉往社區心理衛生中心等。

國外大學的健康照顧改革(health care reform)對大學諮商有很大

的衝擊，越來愈多的學校與校外機構訂定心理健康服務契約，導致諮

商服務面臨必須證明其存在正當性的挑戰。如果從收取學生健康保險

費中提供諮商服務，Stone and Archer (1990)認為會讓輔諮中心偏離發

展與預防焦點而趨向醫療、臨床模式，他們強調諮商服務應維持延伸

服務、諮詢與生涯活動等方面的需求。

除了要強調諮商中心的延伸服務功能以外，Pace 等(1996) 強調

應該把大學當成一個系統，一個整體，來共同面對校園問題。一個互

動良好的模式，是校內各單位透過諮詢後做成決定，各單位基於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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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內議題的關切，促動校園內必要的運作，而非僅由諮商中心，去舉

辦一些學生輔導的活動。從量的觀點轉移至質的觀點，這種調適讓

內、外的資源與服務趨於平衡。

同時，諮商中心和校園內的其他單位合作，可以在服務、需求和

資源三方面達成整體的認知。這種認知以一種社區的觀念為學生建立

一個心理健康的環境，校園內的教職員工互相依賴，學生則主動參與

環境。這種系統的觀念在國內同樣受到重視，學校輔導工作絕非是輔

導教師的職責而已，應該是人人有責的重要工作。因為學生的問題有

不同的層次，一般性學生的初級輔導工作就是全體教師、行政人願、

甚至結合家長、社區資源所共同預防的教育性輔導措施(黃政昌，

2001)

Pace 等(1996)認為傳統諮商中心的獨立功能雖然有效，卻無助於

多元學生文化的校園社區觀念。傳統上諮商中心的成員用了相當高比

例的時間在個別諮商，雖然個別諮商需要優先考慮，然而這種功能的

優先性也受到爭議(Demos & Mead, 1983 ; Leventhal & Magoon, 1979;

Morrill et al., 1974)。個人是諮商中心提供服務的目標之一(個人、班

級、有關的團體、學校或社區)，諮商中心可以更彈性的方式來面對

個別諮商的責任。這種對於個別諮商的彈性策略，需要對於諮商員的

目的，究竟是提供學生諮商或治療再做考慮。諮商師想要治療學生的

人格偏差，是否必須或符合實際需求？如果諮商專業的主要功能是支

持學生的課業學習，則提供維持及支持的功能讓學生可以完成學業，

而不需要治療其心理健康問題也很合理。透過案主評量、需求評估、

從學生組織或團體得到有關學生需求與期待的資訊，根據需求來調整

資源配置，也根據個別需求與可用資源，諮商師與案主協調出諮商計

畫，來解決是否給予案主長期或有時間限制諮商的問題，不同的學生

有不同的需求程度，輔諮中心根據學生的不同需求採取彈性策略，提

供給其必要的服務與資源，輔導工作才有績效可言。



22

諮商中心主任可以徵求行政單位的意見，藉以澄清學校對於中心

的期待。這種和行政單位的互動，讓中心可以直接提出資源需求的機

會，並且同時配合學校發展，達到資源與服務平衡的穩定狀態，而非

只是符合所有服務的要求。同時諮商中心可以有機會教育行政單位成

員了解學生需求、系統處遇與資源配置的觀念。

重視校園新系統的心理健康環境就必須加強諮詢和訓練。在諮商

互動模式中，諮商中心扮演諮詢的角色來協助學生，而非只是治療的

角色。個人不再是諮商的主要目標。Bishop(1990)表示在諮商中心的

活動中，諮詢的部分需要擴充，因為校園內的問題越來越多。諮商中

心成員所具有獨特的技巧和能力，對校園內其他單位的成員有所助

益，利用諮詢和訓練的機會來分享這些知能。除了有益於處理學生問

題外，在生活適應上也有許多附加利益。輔諮中心以諮詢的方式提供

的延伸服務，具有預防、教育的目的，透過網路活動，校園內的團體

可以分享其資源、構想、和訓練，例如和校園內的同性戀團體互動，

這種合作與雙向互動讓參與者有機會互相學習。

諮商中心融入校園系統，讓校園成為一個整體，諮商中心的影響

深入學校任務與校園生活，影響校園的整體氣氛，對諮商中心來說具

有重要的價值。Forrest(1989)認為倡導系統改變是諮商員的重要功能。

透過校內的委員會，諮商中心成員可以有機會說明學校政策對於學生

心理健康的影響，例如性騷擾、校規等政策。諮商中心也可以和各系

合作進行學術研究或課程計畫。

國內大學校院輔諮中心雖然在體制上已有相當規模，在實務工作

方面，所具備的功能似乎也能夠符合有關的項目，羅怡倩(2006)以國

際諮商服務學會的評鑑標準來評估台灣大專院校輔諮中心，結果顯

示：一、國際諮商服務學會的評鑑標準適用於評估台灣大專院校輔諮

中心。二、在充足的準備下，台灣大專院校輔諮中心應可達到國際諮

商服務學會的認證標準，然而輔導人員的資格、人力分配及工作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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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專院校輔諮中心的主要問題，本研究的研究者並提出建議作為

提升台灣大專院校輔導中心的服務品質的參考。

由以上所述輔諮中心所面臨的學生多元背景、不同需求、輔諮中

心服務的量與質、角色與功能、系統化等改變，不僅影響輔導工作的

績效，甚至關係到輔諮中心的存廢問題。也因為這些問題讓輔諮中心

在大學校園內受到重視，關心輔諮中心是否發揮助人的專業功能，提

供校園內師生必要的服務與資源。輔諮中心不再只是提供熱心，或是

只能提供熱心的單位，因此重視服務品質的問題，應該是現階段大學

校院輔諮中心需要慎重考慮的主要問題。

第二節 服務品質－落差理論

本研究係從服務的觀點，引用企業界所熟知的落差理論－PZB 服

務品質概念模式，來探討輔諮中心所提供的輔導服務的品質，此模式

在服務業的各領域包含金融、保險、醫療、教育界都有相當多的實證

研究，以下即將有關的理論加以介紹。

一、服務的定義與特性

行銷學者Kolter (1991) 將服務定義為「一個組織提供給另一群體

的任何活動或利益，服務本質上是無形的，且無法產生事物的所有權

移轉，服務的生產可能與某一項實體產品有關，也可能無關」。

Lovelock (1991) 則認為服務是一種過程，而非靜態的內容。因此必

須以系統觀點來處理有關服務的創造、服務的傳送、以及顧客與服務

的關係等問題。ISO 國際標準對服務的定義則為供應者在與顧客之介

面上的活動，以及供應者內部活動所產生之結果，以滿足顧客的需求

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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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各項定義可知，「服務」所涉及的範圍很廣，有提供技術

或專業的，如水電工、律師等。也有提供知識或資訊的，如顧問、教

師等。或提供設施或空間的，如會議室出租、汽車出租、電影業者等。

當然，更有提供多項者，如醫院便提供了專業、技術、知識及空間等

(陳秀珠，2002)。根據以上的定義，輔諮中心也提供了專業、知識與

空間的服務，為符合服務定義的一種服務業。

服務不同於實體產品，是一種複雜的現象，具有下列四項較為獨

特的性質（Sasser, Olsen, Wyckoff, 1978; Parasuraman, Zetihaml, Berry,

1985）：

(一) 無形性 (Intangibility)

服務業雖然提供有形的服務，然而服務所銷售的內容卻是無形

的，消費者很難在購買前完全看到服務的產出與結果，也缺乏具體

評估的準則，故很難客觀的判斷服務表現的優劣。服務前顧客對服

務的期望也會影響顧客認知服務品質水準，因此口碑、企業形象等

因素都會對服務品質評估有重大的影響。輔諮中心所提供的是「心

理健康的促進和改善」，不論是以演講、座談、競賽等宣導活動，

或是以個別、團體諮商的服務方式，對於所呈現的服務內容，是否

對於師生的心理健康狀況能夠有所改善，概念上其實非常抽象，因

此，輔諮中心所提供的服務基本上具有無形的特性。

(二) 不可分割性 (Inseparability)

主要是指服務與消費是同時存在的，不像有形產品是先生產後

消費。服務的生產者與消費者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完成整個服務

的工作，服務的生產與消費是同步發生的。因此消費者有可能參與

服務生產的過程，在服務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所以企業與顧客

的互動是服務品質產生變異的主要來源之一，也是服務品質較產品

品質不易控制與衡量的原因。輔諮中心所提供的各種服務項目，也

具備生產與消費同時存在、同時進行的不可分割性。諮商心理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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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老師在提供諮商或心理測驗，以進行心理治療或心理衡鑑的服

務時，與接受治療與衡鑑的消費行為是同時進行而不可分割的，因

此，符合此項不可分割性。

(三) 異質性 (Heterogeneity)

同一項服務的提供，常會由於服務提供者的不同或提供的時

間、地點的不同，而使服務品質產生變化。即使是同一個服務人員，

在不同的時間、地點、不同的服務對象、服務情緒、態度與意願下，

其服務表現也有很大的差別。故服務提供者本身也是服務品質變異

的主要來源之一。輔諮中心的工作人員，經常需依照學生的個別差

異而做出不同的判斷與處理，而與學生之間的互動也會受到工作人

員的精神、體力狀態、情緒以及學生的個性等種種因素影響，形成

產出的異質性，影響學生心理上對於諮商過程有不同的感受。

(四) 易逝性 (Perishability)

服務的無形性、不可分割性也造成服務不可儲存的特質。由於

服務無法像產品般可事先生產與儲存，服務生產與消費的不可分割

性，使服務的產能比較缺乏彈性，對於服務需求的變動也無法透過

儲存或多生產以備不時之需。所以，雖然服務可以在需求前準備好

各項服務設施及服務人員，但其所產出的服務具有時間性，若沒有

及時加以利用，有可能因為閒置產能將形成浪費。因此，服務如果

沒有及時在消費者需求的關鍵時間提出，則遲來的服務將因為緩不

濟急，而無法發揮服務的效果；如果服務提前提出，則服務的效果

可能因為稍縱即逝，以至於效果不佳。目前各大學校院的輔諮中心

普遍人員不足，以至於對於全校師生的服務可能顧此失彼；他日若

是輔諮中心可以根據學生比例設置專業輔導人員，輔導人員的數目

將大幅增加，部分輔諮中心有可能會因為三級預防的工作配置、或

是時間淡、旺季等因素的影響，以致於形成人力資源浪費的現象亦

不無可能。此外，一級預防的宣導工作，也可能因為易逝性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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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效果。

由於服務的無形性，使得消費者比較無法客觀的進行判斷。而異

質性則使得服務的客觀表現變數難以操作，因為即使訂下了服務的規

格(Service specification)，也難以使提供的服務能符合所訂定的規格，

更何況諮商服務的程序或許可以訂定規格，然而諮商服務的內容卻很

難訂定固定的規格。生產和消費的無法分割的不可分割性，使得有關

服務績效的評估模糊不清。而實體產品具有可儲藏性，消費者購買後

會持續刺激其對滿意度的評估，而服務的易逝性使得購買一次的服

務，無法確認服務是否能夠持續對消費者的刺激，以維持服務的效

果。輔諮中心所提供的輔導服務也同樣具有以上的特性，因此，要對

輔諮中心所提供的輔導服務品質進行評估，在實際操作上需要更加的

嚴謹。

二、服務品質的定義

由於上述服務的特性，使得服務品質很難以客觀的標準予以衡量

與定義，但是仍有許多學者試圖為服務品質尋求適合的定義與衡量方

法，以下即為不同學者對於服務品質的定義：



27

表2-1 服務品質定義
學者 年代 服務品質的定義
Crosby 1979 認為服務品質係指顧客對於所期望的服務與實際知覺

的服務間，相互比較的結果。
Oliver 1981 認為服務品質是消費者對於事物的一種延續性評價，而

滿意水準則是消費者對於事物一種暫時性的反應而已。
Garvin 1983 認為服務品質是一種主觀認知的品質，也就是服務品質

的好壞是由消費者主觀認定，並不是一種客觀的評估。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

1985 認為對消費者而言，服務品質較產品品質更難評定，他
們認為知覺服務品質是顧客期望與實際服務表現相比
較的結果，並且品質的評定不只依據服務的結果，也包
含了服務傳送之過程。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

1988 認為服務品質的定義是：「消費者對於企業整體優越程
度的衡量，它是一種態度，但不等於滿意度，而且是由
消費者對服務的期望與認知比較而來」。

Bitner 1990 認為服務品質為消費者於消費後，是否再次購買服務的
整體態度。

Gronroos 1994 提出了兩種型態的服務品質：功能性品質（Functional
Quality）與技術性品質（Technical Quality），前者
指服務提供的方式；後者指實際所提供之服務內容的品
質水準。

資料來源：運用ＰＺＢ模型個案探討全面性顧客服務品質(頁10)，黃思敏，2005，高苑技術學院

經營管理研究碩士論文，高雄縣。

綜合以上的各家定義，可知服務品質是消費者所做的主觀的、整

體性的評估，服務品質的構成不僅是「結果」而已，尚包含服務傳遞

的過程及方法。

雖然，服務品質的概念難以認定，對於服務品質的觀點及認定因

人而異，一般服務業的服務對象和輔諮中心的服務對象不同，服務性

質也有相當的差異，然而服務品質是一種相對觀念的本質不變，也就

是服務品質都是由接受服務者針對所接受的服務加以評量。從這樣的

觀點，了解輔諮中心的服務品質，可以做為建立服務監控機制的指標

之一，以確保輔諮中心穩定的提供優質服務，使輔諮中心的服務能達

成設置之目標與符合師生要求，並使服務對象能順利及持續地接受輔

導服務，使服務對象覺得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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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落差理論-PZB服務品質概念模式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1985）三位學者所提出的服務品

質概念模式，堪稱是過去許多學者所提出服務品質的概念模式中最為

完整一個。由於服務品質的影響日益增加，而有關服務品質的研究卻

很有限，無法對於服務品質的研究提供一個紮實的概念基礎，於是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進行了一個探索性的研究。他們依據

Lovelock(1980,1983)對服務業的分類，選出四個具有代表性的服務業

分別為：銀行、信用卡公司、證券經紀公司及維修公司。對其管理階

層進行深入訪談，並對其消費者進行焦點團體訪談，總共有十四位業

者進入深度訪談，十二組消費者進行焦點團體的訪談，目的是希望從

消費者及服務業業務主管的觀察中，更加瞭解服務的類別及如何判定

服務的品質，並且找出導致服務品質問題的原因，進而提出處理問題

的策略。訪談的內容如下：

 服務業者認為服務品質關鍵屬性為何？什麼問題或任務與提供

優質服務有關？

 消費者認為服務品質的關鍵屬性為何？

 消費者的知覺與服務業者的知覺之間是否存有差異？

 消費者的知覺與服務業者的知覺，是否能結合成一個由消費者觀

點出發，用來解釋服務品質的模式？

由服務業者的反應中，他們得到一個相當重要的想法：「服務業

者對服務品質的知覺、為消費者提供的服務、以及消費者對於所接受

到服務的知覺，存在者一群主要的差異或落差。」因此，他們以訪談

內容為基礎，提出研究服務傳遞過程的理論模式，稱為落差理論(Gap

Theory)(圖2-1 )。落差理論描述服務傳遞的過程中，差異或落差的存

在會削弱服務品質的現象，說明和服務品質有關的五個落差，ZBP並

于1988年進一步檢視服務品質模式的落差一至落差四的影響因素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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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以及其定義，建立更為詳實的服務品質概念模式 (如圖2-2 )

圖 2-1 落差理論－PZB 服務品質概念模式
Note. From“A conceptual model of service qual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by A. Parasuraman , V. A. Zeithaml, & L.
L. Berry, 1985, Journal of Marketing, 49, 41-50.

口碑與溝通 消費者的需求 消費者過去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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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

消費者在事後對服務的
認知

管理者對顧客期望服務的認知

管理者將認知轉換為
服務品質的規格

服務的傳遞
（接觸前與接觸後）

與外部消費者的
溝通

顧

客

企

業

（落差一）

（落差五）

（落差二）

（落差三）
（落差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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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服務品質延伸模式

Note. From“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Processes in theDelivery of
Service Quality,”by V. A. Zeithaml , L. L. Berry, & A. Parasuraman,
1988 , Journal of Marketing, 52, 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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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ZB認為顧客所知覺的服務品質是由期望的服務水準與實際感

受的服務水準相互比較而得，因此該研究認為無論任何形式的服務

業，如要提昇服務品質水準，必須突破模式中的五個落差(Gaps)，將

落差消除，才能滿足顧客的需求，其中落差一至落差四是屬於服務提

供者層面，與組織內部有關，而落差五是屬於被服務者層面，是由顧

客的期望與認知來決定，現將該模式的五個落差分述如下：

(一)落差一：消費者期望與管理階層所認知的消費者期望之間的落

差（Gap 1: diffiernce between consumer expectations and

management perceptions of consumer expectations）

是指消費者所期望的服務，與管理人員所認知到消費者期望

之間的差距。服務是無形的，因此管理者可能無法確切知道消費

者的期望到底為何。由於業者的管理階層不能真正瞭解消費者所

期望、需求的服務，導致業者無法有正確的方向來提供消費者所

需的服務、滿足消費者。

與消費者有實際接觸的服務人員，是服務組織內最能夠正確

預期消費者期望的人(Schnider & Brown 1985)。如果管理者無法直

接從消費者獲得訊息，則需仰賴服務人員提供有關消費者的訊息。

因此，落差一(消費者與管理者期望間的落差)的大小，與管理者和

服務人員溝通的品質及效果有關。組織內部的溝通管道越通暢，

溝通越容易，管理者就越能由服務人員獲得有關消費者的訊息。

此外管理階層越多，溝通也越困難，管理階層就愈難由服務人員

獲得有關消費者的訊息，則落差一就越大。

從輔諮領域來看，教育主管單位以及校長或學務長對於學生

輔導服務需求的看法，主導輔諮中心的服務方向，此看法如與學

生所期待的輔導服務有差距，就導致落差一的增加。

雖然大學校院的輔諮中心都具有普遍受到輔導專業人員認可

的一般性角色與功能，然而Bishop(1996)認為諮商人員和大學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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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需要有更多的溝通，通常諮商中心專業人員、中心主任、學

生事務主管等不同人員之間對於諮商中心的角色和功能的看法不

同，而且彼此之間不知道有差異存在。落差一的組成因素如下：

1. 市場調查：在企業界，透過「市場調查」是瞭解顧客想法的

最重要途徑，往往公司服務強調服務過程的運作，認為只要

執行認真，顧客就會滿意，而忽略了顧客真正希望什麼樣的

服務方式。同樣的，輔諮中心也需要進行學生需求調查，了

解學生的輔導服務需求，以提供學生符合需求的輔導服務。

2. 向上溝通：在門市服務中最直接與顧客接觸的人是第一線門

市服務人員，他們代表公司直接為顧客服務，他們對於顧客

需求的認知與感受往往最直接。經由服務人員將顧客的建

議，運用各種管道傳達給公司管理者，這種過程稱為「向上

溝通」。輔諮中心的成員是否能透過各種管道將學生需求的

訊息傳達給管理階層，對於輔諮中心業務是否符合學生期望

有很大的影響。

3. 管理層次：處於門市服務第一線的服務人員和公司管理者

之間，還有一些中間階層，當中間階層層級越多，溝通就越

困難，則會導致溝通效率降低。輔諮中心提供學生輔導服務

的第一線輔導人員和管理階層、教育主管機關之間的管理層

級越多，管理階層對於輔導服務現狀與學生期望需求的理解

就會產生隔閡。

(二)落差二：管理階層對消費者期望的知覺與服務品質規格之間的

落差（Gap 2: management perception-service quality specification

gap）

是指管理者對消費者期望的認知與服務品質規格間的差距。業

者的管理階層可能會因為種種的原因（資源的限制、短期利益導

向、市場條件及高階管理階層承諾等），使得管理人員即使正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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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到消費者的期望，亦不一定能夠提供消費者所期望的服務。落

差二的大小和服務業本身特徵有關，如果是例行性的工作任務，則

標準作業程序能夠有效的訂定與實施，服務品質規格也比較能夠符

合要求與期待，落差二會比較小。如果工作的標準作業程序難以建

立，落差二就會比較大。

從輔諮領域來看，在大學校院中，管理階層如果不能夠了解學

生對於輔諮中心的專業需求或期望，可能因此而忽略了專業輔導或

諮商的重要性，以至於認為輔諮中心不需要專業的人力或設備，或

是認為無可無不可的以非專業的人力或設備湊數，也一樣過得去，

則對於輔諮中心輔導服務品質的影響至鉅。此外，目前各大學校院

輔諮中心雖然都有專業人員執行諮商或輔導服務，但僅能在資格方

面提供專業認證，輔諮中心要維持一定水準的諮商品質與專業形

象，需積極建立「標準化諮商輔導作業系統」，才能維持各校的輔

導服務品質並有效提高對輔導工作的信任感與滿意度(劉佳南，

2003)。目前各大學由於文化、環境、資源、輔導成員背景、輔導

風格均不相同，輔諮中心均未建立標準作業程序，因此服務品質規

格的要求也受到考驗。Granello and Witmer (1998)列出缺乏一致性

可能包含的問題為：心理疾病診斷的標準程序為何？什麼是治療心

理疾病最有效的程序？諮商專業教育的標準為何？判斷的標準為

何？助人專業者(社工師、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有關執行實

務的標準方面仍然不一而足，這些都是大學諮商專業所面臨的挑

戰，也都對提升諮商輔導服務品質形成障礙。落差二的組成因素如

下：

1.管理者對服務品質的承諾：主管階層是否能夠突破資源受

限、短期利益導向、市場各項條件的影響，重視人力、物力

資源的提供，以維護服務品質。同時門市服務人員的再進

修，管理新設備的相關知識取得，如無法有效進行也無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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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服務品質。

2.目標設置：服務品質的目標，需透過人力或設備來完成。

管理階層是否確認目標，找出達成目標的策略，並以適當

的回饋系統加以監控。如果目標設置不恰當，造成門市無

法達成顧客期望，會引起顧客失望，而認為服務品質不佳。

3.工作標準化：把管理者對顧客期望的認知，有效地轉換成

服務品質標準，則需要先將工作標準化。譬如電腦化資料

系統服務，可以提高門市服務人員與顧客的信賴度。若工

作是經常性的，而且能有效地執行，使顧客滿意，則明確

的規則和標準能夠建立。若服務是分別以個別消費者為對

象，較難以明確的管理方式建立標準，仍然可以訂定程序、

規範、作業方式來標準化，以降低顧客在期望與實際服務

之間的差距。

4. 可行性：公司管理者充份瞭解顧客期望後，需要確定這些

期望的可行性程度，對於顧客期望的可行性認識，直接影

響著落差二的大小。

(三)落差三：服務品質規格與實際提供的服務間的落差（Gap3:

service quality specification-service delivery gap）

是指服務表現的差距，是服務人員無法或是不願意將服務業

者所期望的服務表現出來。落差三的大小受團隊合作、員工與工

作的適配性、工作角色衝突、角色模糊等許多與組織行為有關因

素的影響(吳佳靜，1999)。以至於雖然有明確的作業標準程序，但

是服務具有變異性，不容易確保高水準且一致性的服務品質績效，

也由於時間、地點、或人員的不同，所傳遞出來的服務則可能產

生不同的水準。即便是相同的服務人員，在不同的時間所表現出

來的服務品質水準也可能不穩定，使得實際提供給消費者的服務，

無法做到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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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輔諮領域來看，目前各大學校院輔諮中心輔導人力的專業

知能問題、運用有關心理測驗或資源的能力問題、與其他單位的

協調與配合問題、校內師生或單位主管對輔導老師專業角色的認

知不同問題、以及輔導工作推展等問題都反映出落差三的現象。

趙祥和(2005)研究大學自我傷害個案的合作輔導，發現單位間的合

作人員包括學務長、系所導師、助教、同學、教官及相關行政人

員，其合作由輔導中心主導，其他人員配合輔助，合作的方式多

採個案會議，以及由輔導中心和各單位工作人員的討論；單位間

的角色任務則包含統籌決策、心理專業、日常關懷、課業處理、

危機處理及同儕輔導。在合作的過程當中受到(一)「角色認知與落

差」、(二)「合作關係與挑戰」、(三)「輔導教師的角色調整」等因

素的影響，都需要透過充分有效的溝通與協調，才能讓輔導工作

順利進行。落差三的組成因素如下：

1.團隊合作：全體公司之服務人員和管理者，為了共同目標，

真誠合作。當彼此間缺乏協調合作，管理者應努力設法提

高服務人員參與度，使大家感受到共同集體存在，切實關

心服務人員利益，對待內部人員就像對待顧客一樣，主動

幫忙解決問題。團隊合作讓全體成員願意同心協力共同完

成提供優質服務的任務。

2.員工適配性：公司門市的第一線服務人員的專業知識與能

力，都影響服務人員的勝任性，以及所提供服務的服務品

質。

3.技術勝任性：服務品質的好與不好，也和服務人員所使用

的設備和技術有關，現代化的設備，能提高服務品質，減

少服務中可能出現的差錯，並能提高服務效率。如果服務

人員，缺乏使用現代化設備的技術，必然會降低服務的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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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制力：管理階層有清楚的授權，讓員工瞭解工作場合內

其做決定的權限與彈性，不至於在是否可以由自己做決定

的尷尬環境中左右為難。

5.監控系統：對公司員工的評價，係根據員工的實際行為表

現，如果管理者未能客觀評估，將影響員工服務態度，降

低服務品質。

6.角色衝突：第一線的服務人員，是公司和顧客之間聯繫的

橋樑，他們必須同時滿足公司與顧客雙方的要求，如果管

理者對於服務人員所要求的角色與顧客所要求的角色不

一致，或是出現矛盾，他們會無所適從，因而引起焦慮和

緊張，陷入角色衝突的情境，降低了工作表現的水準，影

響服務品質。

7.角色模糊：管理者對於服務人員的要求繁雜或是反反覆

覆，因人易事，以致於服務人員當不太清楚管理者的要

求，或如何評估他們的工作時，就會出現角色模糊的現

象。此時服務人員對於所扮演的角色應有的行為混淆不

清，無法提供有效的服務。

(四)落差四：實際提供的服務與外部溝通之間落差（Gap4: difference

between service delivery and external communications）

消費者在接受服務之前的期望由口碑、個人需求、先前的經

驗及服務業者與消費者間的外部溝通所形成。其中，與消費者的

外部溝通是和服務業者有密切關聯的部份。一個服務業組織必須

確定其行銷活動及宣傳品能夠確實的描述所提供的服務內容及服

務傳遞的方式，以免在消費者心中塑造了不正確的期待。

從輔諮領域來看，輔諮中心為了讓學生了解中心工作，樂於

參與中心所舉辦的活動，會用各種方式加以宣導，包括海報、網

頁資訊、宣導單張、校園刊物、電子郵件等，宣導的內容包含中



37

心的計畫、工作方式、工作內容、工作成果等，這些提供給學生

的資訊，影響學生對於輔諮中心的認識、了解與期待。為了促進

學生有效利用輔諮中心的資源，加強宣導與廣告以吸引學生上門

是相當普遍的作法，而宣導與廣告會影響到學生對服務的期望及

認知，這些宣導的內容可能超過了實際上輔導人員所提供的服

務，造成了輔諮中心的過度宣導，形同給予學生過度的承諾，會

提高學生消費前的期待。當實際的服務無法達到所期望的水準

時，將會降低學生對服務品質的認知而造成差距的存在。落差四

的組成因素如下：

1.水平溝通：由於顧客對於公司門市服務情形一無所知，當

他接受服務時，如果企劃人員和第一線服務人員之間未事

先溝通，服務人員所提供的服務難以達到公告中的宣傳目

標，因而造成顧客失望，就會造成落差四的差距。

2.誇大宣傳：如果公司之廣告宣傳具有誇大的傾向，顧客事

先的期望就會過高，事後對於實際的服務就會感到失望。

(五)落差五：消費者對服務的期望與實際知覺的服務間的落差

（expected service－ perceived service gap）

落差五是消費者對服務品質的評價，是指消費者對服務的期待與

其實際接受服務的知覺間的差距。如果提供的服務恰好達成消費者期

望的水準，則消費者對服務品質的評價是滿意的，如果提供的服務沒

有達成期望的水準，則消費者對服務品質的評價是不滿意的；如果提

供的服務超越期望水準，則消費者對服務品質的評價是超過滿意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1985)。所以落差理論中的落差五

即為服務品質，是消費者所做的主觀的判斷。

從輔諮領域來看，由於學生對於輔諮中心的認識，可能來自於先

前的經驗、中心的宣導、老師或同學的介紹等，會對輔諮中心有事先

的期望，所以學生在接受輔導服務之後，會自然而然的把接受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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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和事先的期望做比較，如果對於輔諮中心有過度的期待，就往往

會有名實不符的感覺，而讓學生在接受輔導服務之後會有大失所望的

落差存在，而覺得輔諮中心的輔導服務品質不好，反之，如果輔諮中

心的輔導服務，讓學生覺得出乎意料之外的好，當然就讓學生覺得輔

諮中心的輔導服務品質很好。

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 (1985)等三人以廣泛且深入的消

費行為調查方式，發現服務品質涵蓋了十個決定性的因素，此十項服

務品質組成因素及含意分別為：

1. 有形性(tangibility)：指服務的實體證據。例如：實體設施、

員工的外觀、提供服務的設備和工具等．

2. 可靠性(reliability)：指可信賴度和績效的一致性。是服務單位

在執行服務時能夠確實正確，也代表服務單位信守承諾，例

如：結帳的正確性、醫療問診、檢驗確實可靠、正確地保存

記錄、於約定時間內履行服務等。

3. 反應性(responsiveness)：即指服務人員提供服務的意願和敏

捷度（readiness）。例如：立即回答顧客的問題、提供快速的

服務、積極地協助顧客解決問題等。

4. 適配性(competence)：指服務人員具有執行服務所需的知識和

技能。例如：接待人員的專業知識和技能、作業支援人員的

專業知識和技能以及組織研究和改善的能力等．

5. 禮貌性(courtesy)：即指服務人員的禮儀、友善、體貼和尊重。

例如：對顧客財產的體貼（不以髒腳踏入顧客家中的地毯）、

服務人員的清潔和整齊儀表等。

6. 信用性(credibility)：指誠實、信任、值得信賴，並以顧客的

權益為優先考量。例如：公司名稱和信譽、服務人員人格特

質、與顧客互動時的積極程度等。

7. 安全性(security)：指讓顧客免於危險、風險、不確定性和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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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的自由。例如：人身安全、財產安全、保密的程度和信賴

感等。

8. 溝通性(communication)：指善用顧客語言和樂意傾聽顧客意

見。例如：解說服務本身的意義、花費以及承諾消費者的問

題，可以獲致適當處理。

9. 接近性(access)：指容易連繫服務業者。例如：容易電話聯絡、

較短等候時間、便利的服務作業時間、服務設備在方便的地

點等。

10.瞭解顧客(understanding)/(knowing)：指全體服務人員努力的

去瞭解顧客真正的需求。例如：探知顧客特殊需求和提供個

別的服務、能與經常往來的客戶認識和交談。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於1988年嘗試編製了一份適用於

跨服務業以測量服務品質的「SERVQUAL」量表，並將服務品質的

決定性構面由原先的十個減少為五個因素，分別為：有形性、可靠性、.

反應性、保證性、體貼性，其中前三項不變，後兩項則綜合後面七個

因素而成(如表2-2)，分別為：

4. 保證性(assurance)：指服務人員具備執行服務所需的知識、能

力、禮貌的能力以達成完整的任務，且服務執行結果．

5. 體貼性(empathy)：指對顧客提供特別的關心、重視與個人化

的服務。



40

表2-2 服務品質衡量構面與原十項評量對照

1985年原十項評量構面 1988年精簡五項構面

有形性 有形性

可靠性 可靠性

反應性 反應性

勝任性

禮貌性

信賴性

安全性

保證性

溝通性

接近性

瞭解性

體貼性

Note. From“Communication and control process in the delivery of service
quality,”by et al. Parasuraman, (1988), Journal of
Marketing, 52, 35-48.

其他有關國內外學者專家均對服務品質的組成因素進行討論，茲

依時間順序將其整理如表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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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服務品質的組成因素
學者專家 年代 因素

Sasser, Olsen, &
Wyckoff

1978
安全性(security)一致性(consistency)態度(attitude)完整性
(completeness)調節性(condition)即用性(availability)時效
性(timing)。

Lehtinen & Lehtinen. 1982 實體品質、公司品質、互動的品質。

Gronroos 1983 技術品質(technical quality)、功能品質(functional quality)。

Armistead
1985

服務品質由五個構面組成：組織 (organization)、人員
(human)、過程(process)、設備(facility)、產品(product)。

Garvin 1987
績效(performance)特質(features)可靠度(reliability)一致性
(conformance)耐久性(durability)服務性 (serviceability)美
學(aesthetics)認知品質(perceived quality)。

Haywood-Farmer 1988
實體設備、過程及程序 (physical facilities process and
procedures)、服務人員的行為及歡樂(people’s behavior 
and conviviality)、專業性的判斷(professional judgment)

Schvaneveldt, Enkawa,
& Miyakawa

1991
績效(performance)保證( assurance )完整性(completeness)
便於使用(ease of use)情緒/環境(emotion/environment)

Martin ＆ Kettner

1996

可 近 性 (accessibility) 、 保 證 (assurance) 、 溝 通
(Communication) 、 稱 職 (Competence) 、 一 致 性
(Conformity)、禮遇(Courtesy)、同理(empathy)、可信賴
(reliability)、人性化(humaneness)、缺點(deficiency)耐久
(durability)、能有反應的(responsiveness)、安全(security)、
績效表現(performance)、有形的實體(tangibles)

江義平 1988 實體性、能力性、關懷性構面。
蔡政和 1998 體貼構面 、實體構面、保證構面、反應構面。
周碩樑 1999 有形性；可靠性；保證性；關懷性；反應性等五個構面。
鍾學文、翁上錦 2001 內部品質、硬體品質、軟體品質、即時反應、心理品質

簡君蓉 2002
教師教學與輔導能力；溝通與關懷；教職員工服務態度；
學校行政效率；學校環境設備等五個構面。

洪慶恩 2004 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保證性、體貼性等五個構面。
資料來源：高級職業學校總務行政服務品質之探討，張彩珠，2005，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碩士論文，彰化市。

PZB的落差理論在所有探討服務品質的有關理論中，堪稱是相當

完整的理論，國內外學者以此理論架構為基礎進行的實證研究相當

多，其對於服務品質的組成因素，以及影響因素因的組成因素有相當

明確的定義與說明，而這些說明都是透過質性研究，根據各領域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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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完整的反映出的實際情形，因此研究者擬參考落差理論的理論

架構，作為本研究進行的理論基礎。

三、服務品質的衡量

基本上在任何不同領域的服務業中，服務品質不僅是需要被解決

與改善的問題，更是形成競爭優勢的主要因素，因此服務品質的衡量

受到重視。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1988）等三人首先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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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Cronin & Taylor（1992）

對「SERVQUAL」量表提出批評，並自行發展出以服務績效

（performance）為衡量服務品質的「SERVPERF」量表。Brown,

Churchill & Peter（1993）亦對「SERVQUAL」量表提出批評，發展

出不以差異衡量基礎的「Non-Difference」的量表。

(一) 「SERVQUAL」

PZB根據1985 年所提的服務品質概念性模式，針對四個具有

代表性的服務行業：銀行、信用卡公司、證券經紀公司與產品維修

四個服務業所提出之十個服務構面為基礎，於1988 年發展出測量

各服務品質向度的九十七項問題，並採用顧客的「期望」與顧客對

服務結果「知覺」的差距來定義服務品質，亦即「服務品質是由顧

客期望的服務與認知的服務差距而來」這個概念，建立了以下公

式：Q（服務品質）＝P（實際感受品質）－E（期望品質），分別

測量兩個部份，第一部分測量消費者對於服務的期望，第二部份測

量消費者在接受服務之後，對於實際服務的知覺，以李克特式七點

量表測量，從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之後由於他們認為此十個因

素(共97題)在測量上太過複雜與不便，於是經過量表的純化過程，

並進行題目分析、信度、效度的考驗，歸納出一組具有良好信、效

度與低重複度的服務品質量表，此量表由五個構面，22 個項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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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稱為「SERVQUAL」，精簡後的五個服務品質構面為：有

形性（tangibles）、可靠性（reliability）、反應性（responsiveness）、

保證性（assurance）和體貼性（empathy）。

「SERVQUAL」是以顧客主觀的態度為衡量基礎，將顧客

對服務結果的實際認知與顧客期望的服務水準間的差異，作為衡量

服務品質優劣的標準。

然而SERVQUAL的五個構面並非一成不變。在1991年的研究

中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即針對研究對象的不同(電話公

司)，將有形性及保證性二構面作調整以因應研究所需，並且檢視

此種改變的效果。而根據研究結果顯示，此種隨行業不同而將不同

衡量特性予以改變的適應性作法是有必要的。

Carman(1990)也針對SERVQUAL適用的對象問題，認為：1.不

同性質的服務業，其知覺構面間具有相對的重要性。2.若所要衡量

之服務業並非PZB(1985)當初所使用之行業(銀行、信用卡公司、維

修公司以及長途電話公司)，最好使用原始的10個構面，並針對該

服務業的特性調整問卷之問項。3.若衡量服務品質之對象為具有多

重服務功能之服務業，應先依功能別分開，再逐一衡量各功能之認

知服務品質。

李文君(2006)分析張慧玲(2004)、莊哲瑋(2004)、陳慧英

（2004）、張富盛（2003）、楊綺紅（2002）、簡君蓉（2002）、

江義平(2000)、黃星榕（2000）、Carman（1990）、Seymour（1992）、

Finn & Lamb(1991)、Sasser, Olsen & Wyckoff (1978)等多位學者，分

別在學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等教育領域，以及

其他服務業所進行的PZB落差理論服務品質的研究中發現，各學者

對「SERVQUAL」量表實證研究結果的服務品質構面並不一致，

因此各類不同的服務業不宜直接以「SERVQUAL」量表來衡量其

服務品質，而應從各行業的服務特性來建立適用於其本身的服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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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表。

1988年同年，Zeitham, Berry & Parasuraman又提出服務品質的

延伸模式(如圖2-2)，在延伸模式中，Zeithaml, Berry & Parasuraman,

除了繼續強調SERVQUAL方法外，也分別為第一、二、三、四落

差開發出衡量構面及項目，希望除了對於落差五的衡量更精確外，

對於一、二、三、四等四落差的衡量也能有所依據。

(一) 「修正SERVQUAL」量表：

「SERVQUAL」自1988年提出以後，隨者運用日廣也遭到了

許多的批評與質疑，Parasuraman, Berry ＆ , Zeithaml（1991）等人

再度對「SERVQUAL」量表進行研究，而提出「修正SERVQUAL」

量表。他們以一家電話公司、兩家保險公司及兩家銀行作為研究對

象，每家公司寄出1800~1900份問卷，最後回收有效問卷1936份，

由於本次研究問卷調查對象眾多，因此在結果上具有較高的穩定

性。研究結果對「SERVQUAL」量表的修正如下：

1.修正了原「SERVQUAL」22 個服務屬性問項的負面語句，

全部改為正面性的語句。

2.將衡量期望服務水準22 個服務屬性問項內之”應該”（should）

語句，全部改為”優良的ｘｘ公司能夠提供”（excellent will）

的語句。

3.經過修正的「SERVQUAL」在信度及效度上的表現,明顯地優

於原來的「SERVQUAL」，使得「SERVQUAL」在服務品

質的衡量上更趨於完善。

(二) 「SERVPERF」量表

Carman（1992）認為在文獻上只有少量的理論或實務上的文獻

支持Parasuraman, Zeithaml ＆Berry（1985,1988）的落差理論模式或

是「SERVQUAL」量表，反而有相當多的文獻支持單純以服務績

效（performance）作為評量服務品質的指標（Bolton & Drew, 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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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ill & Surprenant, 1982; Mazis, Ahtola & Klippel, 1975;

Woodruff, Codotte & Jenkins, 1983）（引自蘇雲華，1995，頁20）。

Cronin & Taylor（1992, 1994）因此以服務績效作為服務品質衡量之

基礎，提出另一種衡量服務品質的量表，命名為「SERPERF」。此

量表僅針對服務績效來加以衡量，也就是說，此量表就是只用

「SERVQUAL」量表中，就顧客實際認知的部分來衡量服務品質，

捨棄與顧客期望的服務水準間的比較衡量，且不經過加權程序，可

說是一種簡單易懂的服務品質衡量方法。

Cronin & Taylor 不只實際運用SERVPERF 方法， 他們也將此

法和SERVQUAL、adequacy-importance 以及加權SERVQUAL 方法

比較，得到四項研究結論：

1. SERVPERF 方法是四種方法中比較好的服務品質衡方法。

2. 服務品質是顧客滿意的前提。

3. 顧客滿意對購買動機有顯著的影響。

4. 服務品質對購買動機的影響不如顧客滿意。

蘇雲華(1995)在服務品質衡量方法的比較研究中認為，修正

SERVPERF無論在主要評斷指標(信、效度)或輔助評斷指標(運用價

值)上均優於修正SERVQUAL及修正Non-Difference二法。

(三) 「Non-Difference」量表

Brown, Churchill & Peter（1993）不贊同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 所提出的「SERVQUAL」或「修正SERVQUAL」方法中

運用消費者知覺和期望差異的方式界定服務品質的看法及作法。他

們認為這種作法，是將服務品質界定在，消費者知覺及期望二個原

本就難以界定及衡量的變數下，所造成的第三種變數，在處理上將

和前二變數產生極高的重疊性及變異限制效果。因此以

SERVQUAL 來修正SERVQUAL 所衡量出的服務品質結果基本上

是令人存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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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n, Churchill & Peter 等根據上述看法而開發出另外一種

服務品質衡量方法，其所運用的方式是直接衡量消費者知覺及期望

二者之間的差異。因此Brown, Churchill & Peter 稱他們所提出的並

不以差異為衡量基礎的服務品質衡量方法為非差異（Non-

Difference）服務品質衡量方法。

Non-Difference 在運用上和SERVQUAL、修正SERVQUAL 頗

為類似，同樣是運用和SERVQUAL 或修正SERVQUAL 類似的22

項問項。只是SERVQUAL 或修正SERVQUAL處理消費者期望、知

覺及最後導出服務品質，共約66個數據，而Non-Difference 只處理

消費者心中期望及知覺契合程度的22個數據。因此三種方法在運用

上是非常類似。但三種方法也都認為在運用問項數目及內容上應視

不同服務業而加以調整。

在Brown, Churchill & Peter 等所做的實證研究中，Non-

Difference 在信度及區別效度上均優於SERVQUAL 或修正

SERVQUAL，因此他們認為Non-Difference 是較好的服務品質衡量

方法。

綜合以上的文獻可以得知，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三位學

者1985提出落差理論，及服務傳遞過程理論模式，其中服務品質涵蓋

十項因素。ZBP並于1988年進一步檢視服務品質模式的落差一至落差

四的影響因素構面以及其定義，同年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

（1988）等三人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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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落差理論對於服務品質的指標，以及影響服務品質的各個落差組

成因素都有相當清楚的定義與說明，以及依據此理論而開發出的衡量

工具，讓服務品質的有關研究受到重視。然而在有關服務品質指標的

研究中，不同研究仍然有不同的研究結果，雖然大同小異，卻意味者

不同領域可能就會有不同的服務品質指標。因此研究者希望能夠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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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訪談的方式，探討輔諮領域的輔導服務品質指標。

落差理論中落差的概念，源自於最初建構此理論的質性研究，由

服務業者的反應所得到的一個想法：「服務業者對服務品質的知覺、

為消費者提供的服務、以及消費者對於所接受到服務的知覺，存在者

一群主要的差異或落差。」並將服務品質與影響服務品質的因素以落

差的觀念分別加以定義。其後，三位學者先後分析出影響各落差的組

成因素，例如：落差一的定義為：「消費者期望與管理階層所認知的

消費者期望之間的落差」，而落差一的組成因素包含「市場調查」、「向

上溝通」與「管理層次」三個因素，此三因素即為落差一的指標，也

就是落差一的大小，透過對此三項因素的評量即可直接得知，因此所

謂落差，只是最初的定義，或是一個潛在變項的觀念，或是對此三項

因素所給的一個綜合名稱，如果不用落差這個名稱，而以其他名稱例

如「管理階層的認知」來取而代之，同樣可行。

又，如果要以落差二定義：「管理階層對消費者期望的知覺與服

務品質規格之間的落差」，與落差三定義「服務品質規格與實際提供

的服務間的落差」為研究的操作性定義，在量化研究中並不可得。

用落差的概念作為解釋的基礎，很容易讓人在觀念上產生混淆，

因為落差(gap)的概念，理論上應該是同一個人對兩種項目所做的評

估所產生的差異，或是不同的人對於同一個項目所做的評估所產生的

差異的結果，因此實際上應該是計算兩種統計量的差異，對於直接針

對組成因素所做的評量結果，較難讓人接受其為落差的觀念。因此本

研究中，不採用落差的名稱，而對落差一至落差四的名稱，分別依據

落差理論中各落差組成因素的涵義給予命名：落差一為「管理階層認

知向度」、落差二為「品質承諾向度」、落差三為「輔導服務人員之知

能與態度」、落差四為「宣導與溝通向度」，在本研究中以此四個向度

為影響服務品質的因素。

此外，在服務品質的評估工具方面，落差理論以落差的觀念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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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服務品質的指標，受到質疑且引起相當多的爭議，而且不以差異

為衡量基礎所開發出的服務品質衡量方法，也被證明是比較好的服務

品質評量方法．研究者因此將根據專家訪談結果所得到的服務品質指

標，編製「輔導服務品質量表」與「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量表」，

不以差異為衡量基礎，而直接根據對於服務品質指標與影響因素的評

量，來探討大學校院的輔導服務品質。

第三節 落差理論的有關研究

研究者查詢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自2004至2009五年內，國內

以服務品質為博、碩士論文題目的相關研究有1511篇，分別研究不同

領域的服務品質，可見服務品質受重視的程度。至於諮商輔導領域的

服務品質為何？目前應用落差理論探討輔導諮商領域服務品質的文

獻僅有王信東(2006)以台中地區「張老師」為研究對象探討「張老師」

的服務品質，結果發現求助者對「張老師」中心服務品質整體和各構

面期望很高，且實際感受均為正向。求助者對「張老師」中心服務品

質期望與實際感受在整體上會因不同背景變項而有所差異。

如前所述，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在1988年所嘗試編製

的一份適用於跨服務業以衡量服務品質的「SERVQUAL」量表後，

此量表即被廣泛運用於不同的行業，「SERVQUAL」量表雖然將服

務品質的決定性因素由原先的十個減少為五個因素，然而

SERVQUAL的五個因素並非一成不變。而且根據研究結果顯示，此

種隨行業不同而將不同衡量特性與以改變的適應性作法是有必要的。

因此各行業有關服務品質的研究，在探討影響服務品質因素的分析結

果，也因各行業的特性而有很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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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差理論在教育領域服務品質(落差五)的研究

目前研究者尚未看到有關將落差理論應用在大學校院輔諮中心

來探討輔導服務品質的文獻，然而應用在教育方面探討教育服務品

質，以及醫療方面服務品質的文獻卻相當多，以下就將所蒐集到的國

內外相關文獻中，應用P.Z.B服務品質概念模式與SERVQUAL方法於

教育服務品質的研究所得的結果整理如下表2-4：

表2-4 PZB 模式應用於教育服務品質之研究
標 題 服務品質因素

林宏長（1992） 企研所專業教育之服務滿意
度衡量－公私立大學研究生
之觀點

萃取出影響服務品質因素：
教學設施、師生關係、教學
型態、課程設計、管理能力、
學術發展六大構面

黃承昱（1996） 大專院校學生教育滿意度之
研究－以銘傳管理學院為例

以PZB（1985）所提出之十大
構面為基礎：接近性、溝通
性、勝任性、信用性、可靠
性、禮貌性、反應性、安全
性、有形性、瞭解顧客，萃
取出三大構面：教學內容與
環境、學術研究與個人成
長、教師認真與關懷

翁雅洵（1999） 台灣生物科技產業人力資源
教育品質－以國內生技相關
研究所專業教育品質為例

教育服務品質12 項因素：校
園環境硬體設備、校園環境
便利性、行政支援效率性、
教學硬體設備、教師對學生
課業之輔導、教師對學生生
活的輔導、教師之教學能
力、其它輔助教學、實驗訓
練計劃、課程規劃、協助學
生學術發展、畢業生輔導

陳啟光、蔡政與
李元墩(2000)

高等教育行政服務品質衡量
之研究

以PZB（1985）所提出之有形
性、信賴度、反應、保證和
親和力等五個構面為基礎

簡君蓉(2002) 國民中學學校服務品質落差
模式問卷發展與應用之研究

學校環境設備、學校行政效
率、教職員工服務態度、教
師教學與輔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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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PZB 模式應用於教育服務品質之研究(續)
標 題 服務品質因素

張亨通(2006) 科技大學進修部教育服務品
質量表複核效化之研究。

「教學資源服務」、「教學效
果」、「校園安全」、「支援性
服務」、「行政服務」五因素

Bonnic (1996) Assessing Service Quality
within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Education

以PZB（1985）所提出之十大
構面為基礎：接近性、溝通
性、勝任性、信用性、可靠
性、禮貌性、反應性、安全
性、有形性、瞭解顧客。

Shank, Walker
與 Hayes (1996)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Student Expectations.

對學生的尊重、校園環境、
教師專業知能

Joseph 與

Joseph, (1997)
Employers' Perceptions of
Service 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1.人際關係技巧2.個人特質3.
學校/學程聲望4.良好的學習

Suba (1997) School Quality Satisfaction
Survey：Assessing Expectation

for and Satisfaction with
Quality of Education Provided
by Elementary School.

以SERVQUAL 模式分析出
父母期望的學校品質構面
為：物理屬性、重視個人需
求、教學領導、社區參與及
學習結果

Galloway 與

Wearn (1998)
Determinants of Quality
Perception i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Potential
Conflict between the
Requirement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ustomers.

建構出工作分配、重要性、
正確性、信賴性四個構面

Li 與 Kaye

(1999)
Measuring Service Quality in
the Context of Teaching

PZB（1985）所提出之有形
性、信賴度、反應、保證和
親和力等五個構面

Greiner (2000) A Study of Academic Service
Quality and Instructional
Quality in a Midwestern
Higher Education Environment

以PZB（1985）所提出之有形
性、信賴度、反應、保證和
親和力等五個構面

Goodnack
(2000)

An Investigation of Parent
Expectations for School
Service Quality

PZB（1985）所提出之有形
性、信賴度、反應、保證和
親和力等五個構面

資料來源：部分內容摘自國民中學學校服務品質落差模式問卷發展與應用之研究

(頁 107)，簡君蓉，2002，國立暨南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南投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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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表2-4可以發現，各研究結果中有關服務品質的組成因素不

完全相同，但在各研究所提的服務品質組成因素中，仍以P.Z.B 的五

構面，如有形性、反應性、保證性等因素，被多數的學者認同並引用。

故本研究也採用PZB的服務品質的五構面作為研究的基礎，探討大學

校院輔諮中心的服務品質指標，並以四個落差的組成因素為基礎，探

討影響輔導服務品質的因素為何，進而了解各因素對於輔導服務品質

的影響程度，作為改善輔導服務的依據。

二、阻礙服務品質的落差研究(落差一至落差四)

有關落差理論的研究，在研究服務品質方面的文獻較多，在落差

一至四的研究則明顯的較少，主要原因是受到落差一至四在量化過程

中較為困難的影響。研究者蒐集有關的文獻如下。

林立明(2003)探討醫務社會工作服務品質的理想標準與品質落

差發生之位置，他選取三家不同層級醫院作為研究之樣本，採質化研

究為主，量化研究為輔，研究對象包含醫師、護理人員、社工員與案

主等四類，研究以文獻整理出的七個品質面向作為研究探討之基礎，

並以四個品質的影響因素來分析醫務社會工作服務品質上的問題然

後將研究結果以落差理論的四個落差觀念來做解釋。發現醫務社會工

作服務品質的缺口發生在三個位置，第一個位置是在服務輸送過程品

質面向上，第二個位置是服務結果面品質面向上，第三個位置則發生

在服務機構、環境與服務作業的品質面向上。

許南榮(2005)以 SERVQUAL 量表問卷調查 182 位癌症住院病

患、52 位醫師和 96 位護理人員，發現醫師和護理人員對癌症住院病

患醫療品質期望的認知皆低於病患對醫療品質期望(落差一)。

SERVQUAL 量表為評量服務品質的量表，研究者根據癌症病患與醫

護人員在五項服務品質指標的二十一個題項的「醫療品質重要性」方

面的差異，作為雙方認知期望的落差，是否符合原來落差一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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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而知。

陳富來(2003) 以台北市三家不同規模之中醫門診的病患為調查

對象探討服務品質與服務落差之關係。以病患對整體服務品質的重視

度代表期望，與績效表現的評估差異來表示服務品質。而在服務品質

落差的評估方面，是以質性研究的方式進行，例如訪談醫護人員對於

影響可靠性的可能原因，然後將醫護人員的回答，歸納在落差一至落

差四中。結果為針對可靠性而言，主要的管理重點在落差一及落差

三；另針對保證性而言，主要的管理重點在落差一及落差五。此研究

亦未針對落差理論對於落差一至四的定義及組成因素加以操作性定

義的方式，予以實際的量化評估。

蕭明坤(2003) 以 PZB 服務品質模式為理論基礎，設計醫院服務品

質滿意度的問卷量表 26 項構面，檢定不同性別員工、管理層級及兩

家不同醫院對醫院服務品質差距一至差距五各構面滿意度是否有顯

著性差異。並對「GAP5：服務品質知覺的差距」滿意度、「GAP4：

服務溝通訊息的差距」滿意度、「GAP3；服務實際傳遞的差距」滿意

度、「GAP2：訂定服務品質規格的差距」滿意度、「GAP1：管理當局

認知的差距」滿意度加以排序。「署屏」醫院整體的服務品質滿意度

排序，依次為 GAP5（外部溝通差距）＞GAP4（外部溝通差距）＞

（GAP3 服務傳遞差距）＞GAP1（管理者認知差距）＞GAP2（服務

規格差距）。「屏基」醫院整體的服務品質滿意度排序，依次為 GAP5

（外部溝通差距）＞GAP2（服務規格差距）＞GAP4（外部溝通差距）

GAP3 服務傳遞差距）＞GAP1（管理者認知差距）。

以兩家醫院複迴歸式中係數比較，得到影響「署屏」及「屏基」

醫院服務品質滿意度最重要的差距項為 GAP4，GAP3。也就是說當

兩家醫院衹要能夠提高或改善 GAP3 及 GAP4 中顯著性構面，則可提

高較多的醫院服務品質之滿意度值。本研究是以滿意度調查為主，只

是在名稱上用了落差理論的落差一至四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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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敘述可知，雖然有關的研究結果都有提到落差理論中落

差一至四的觀念，卻並未根據落差一至四的定義或是落差組成因素加

以研究。本研究探討影響輔諮中心輔導服務品質的因素，嘗試根據服

務品質延伸模式對於阻礙服務品質的落差一至四的組成因素的定

義，先透過專家訪談的方式，加以確認或修正，再經過專家諮詢編製

「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量表」，作為改善輔諮中心輔導服務的依據。

第四節 影響大學校院輔諮中心輔導服務品質的因素

提供大學生心理健康服務是目前不可或缺的項目，輔諮中心是大

學校園的重要服務單位與資源，學生心理健康服務的有效性成為心理

學家在實務上以及學術上的重要議題。諮商心理學提供心理健康服務

與實務工作者的訓練，因此，無論是當事人或專業人員，都期待一個

有效的輔諮中心，然而輔諮中心一直備受爭議(Stone, Vespia, & Kanz,

2000)，輔諮中心面臨的批評與挑戰也持續困擾著輔諮中心的成員。

輔諮中心提供輔諮專業服務，然而輔導工作卻牽涉到相當比例的行政

業務，管理階層對於輔諮中心的發展與業務執行上，扮演關鍵性的重

要角色；輔諮中心在朝向專業發展的過程當中，執行業務也需要有符

合標準化的程序；角色會受到過去觀念的影響，不被接受或認同在所

難免；整體服務是否能夠滿足學生所需要的專業服務等方面，都可能

面對批評與挑戰。輔諮中心可能面對的這些問題，與落差理論所建構

出妨礙服務品質的四種落差內所包含的因素，例如「市場調查」、「向

上溝通」、「角色混淆」、「角色模糊」、「工作標準化」等因素不謀而合，

研究者根據長時間在輔諮領域的實務經驗與有關研究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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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階層對於輔導服務認知的落差

近年來教育部實施專案管理，舉凡兩性教育、生命教育、認輔、

春暉、親職教育、心靈教育、弱勢團體照顧等任務，都以工作坊或包

裝專案，轉交全國大專院校輔諮中心承辦，一時之間各校輔諮中心都

成了教育部政令的代言廠，此現象就好的一面而言，的確有助於創造

學校輔諮中心被利用之價值，增加學校對學輔工作之重視。但也因為

如此，卻模糊了輔諮中心創立之願景與使命，此種忽視本業(諮商輔

導)的作法，加速稀釋了輔諮中心在師生新目中之「專業形象」(劉佳

南，2003)。教育部近年來在大學校院推廣的以各種主題方式呈現的

主題輔導週，都是以一級預防的輔導服務方式呈現，如果一級預防的

輔導服務不但不一定符合學生需要，又浪費人力、物力資源，甚至可

能有損輔諮中心的專業形象，則三級預防輔導服務工作架構需要慎重

加以評估的重要性不容忽視，值得加以深入探討。

而近幾年來為維護學生權益，促進校園安全與安定，教育部要求

各校訂定學生申訴制度、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辦法，來規範校園

申訴以及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之處理與行政救濟事宜，教育部也舉辦

了多場培訓大學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調查人員的工作坊，以加強

工作績效。輔諮中心理所當然被認為是校園內受理此類案件的單位，

而輔諮中心的成員則是處理相關案件的不二人選，龐大、繁瑣的行政

處理程序佔據了輔諮中心工作人員大部分的時間與精力。林家興

(2006)在 2006 年中國輔導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中，提出學生輔導

法對於大學輔導工作的規範可以包括：諮商輔導、心理測驗、心理衛

生預防推廣，此外得包括就業輔導與特殊教育，但是不包括導師業

務、性別平等教育等。麥麗蓉（2003）發現形成大學輔導工作難題其

中的原因之一與政府由上而下的政策推動、非由社會基礎建立上發展

推動有關。教育主管單位對於學生需求的了解，影響輔諮中心工作的

推展，輔諮中心的工作人員是否有向上溝通的適當管道，影響輔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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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角色與功能，如果服從教育主管當局將大部分的時間用來執行行

政業務，則專業輔導工作的服務品質無暇兼顧。

由於學生輔導法尚未立法，無法對於大學輔導工作給予規範，大

學輔導專責單位的設立由各大學自行訂定，在各校組織規程中規範。

再者，由於大學輔導工作缺乏明確的法規，因此很容易受到人治的影

響，例如受到學務長和中心主任支持程度和專業程度的左右(林家

興，2006，p55)。有些大學的管理階層要求輔諮中心包辦多樣學生事

務有關的工作，導師遴選、導師考核與獎勵、性別平等觀念宣導、性

騷擾或性侵害的調查等，或許想要藉以凸顯輔諮中心的重要性，卻可

能模糊了學生輔導工作的專業角色與功能。因此，組織對輔諮中心功

能與角色的目標設定與輔導工作人員自己在角色與功能的界定上也

有相當的落差和衝突存在。這種落差和衝突對於輔諮中心工作成員在

業務執行過程中，對於學生輔導服務的品質是否形成影響，是實務工

作者心中懸而未決的問題。

二、缺乏標準化諮商程序

Chisolm(1998)表示當一個學生有了心理問題時，會怎麼樣呢？通

常一個擁有諮商學位的輔諮中心成員就會聽學生傾訴大約一個小時，

這種方式僅對某些心理情況有治療效果，卻並無法可靠的診斷出他的

心理疾病。沒有人會提供給學生積極的、結構的晤談。他認為輔諮中

心在成員專業、訓練、教育的不足；對於大學生較普遍存在的心理症

狀，在評估與診斷方面，缺乏進階訓練；缺乏使用結構性的晤談；長

期的心理治療、正式的治療計畫、轉借程序與精神治療服務。如果學

生的問題太複雜、太專業、太花時間或是諮商師對其沒有興趣，學生

較會被轉介出去。遺憾的是他提出這樣的批判並沒有實際的數據支

持，而且他援引校園暴力事件舉例說明，例如哈佛大學的校園悲劇。

言下之意是指，如果輔諮中心的診斷和處理的服務能夠更好，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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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許多不幸事件的發生，雖然，研究顯示，許多有暴力行為的人並

未顯示心理疾病的徵兆(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99)。

Chisolm 的文章引起很多來自輔諮中心人員的評論，也都缺乏數據的

支持。Stone, Vespia 與 Kanz (2000)即針對 Chisolm 所提出的評論，提

供數據的基礎，他們考慮各校不同的環境因素及地理位置而在人事和

實務上有所不同，大的學校比小學校有較多的資源，私校則須符合家

長所要求的安全和健康，展開 21 世紀輔諮中心的結構和功能的對

話。他們以 1996 年大學與學院輔諮中心主任協會年會的 335 位名單

中，選取 153 位以電子郵件方式，163 位以郵寄方式為受試，回收的

114 位大學的輔諮中心主任來自美國 38 州．所用的工具為 ICCS(The

Iowa Counseling Center Survey)，部分內容根據 Chisolm’s(1998)的文章

進行內容分析而來．ICCS 包含六部分：1.基本資料，2.專業訓練，3.

專業服務，4.轉借，5.撤回，6.書面格式的要求，結果發現發現有關

轉介和拒絕的說法與數據不符，事實上，有關的處理和轉介都符合專

業諮商倫理。

劉佳南(2003)認為學輔工作若要長久在校園中被師生認同與接

納，應著手於積極建立「標準化諮商輔導作業系統」。因為輔導服務

之對象為差異甚大的師生，目前雖有諮商心理師執照，但僅能在諮商

心理師資格方面提供專業認證，為維持諮商輔導本質仍需積極建立

「標準化諮商輔導作業系統」，才能維持輔導品質並有效提升師生對

輔導工作之信任感與滿意度。

三、大學校院輔導服務是否符合學生需求問題

在大學校園中，學生事務單位提供學生事務的服務。由於學生的

個人和生涯等需求，輔諮中心發展出有別於其他學生事務單位的專業

認同(Forster, 1977; Winston, 1989)。目前各大學均設有輔諮中心，有

專屬的空間、資源，專業的人員提供專業的服務，然而有研究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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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大學校院學生對於大學輔諮中心的使用率偏低。吳珍(1995)針對

中部八所大學校院的 854 名學生所做的調查發現，僅有 9.02% 的大

學生曾向校內輔導中心尋求個別諮商。簡春安、方婷(1998)以全省 18

所大專院校 2000 名學生進行調查發現，當學生對情感問題有困擾

時，僅有 8.3% 會優先請求輔導機構的協助。學生遇到生活困擾時，

不一定會將尋求輔諮中心的專業諮商作為第一選擇並不難理解，然而

學生是否能夠有效運用輔諮中心的輔導服務資源，卻是值得重視的問

題。「學校輔導中心是為了服務學生而設，輔導中心聘有專業輔導老

師提供服務，但為何大學輔導中心之使用率仍偏低呢？是否因為輔導

中心提供的服務並不符合學生的需求」(方婷、李玉嬋、潘愷，2001)。

究竟學生的需求為何，有關的研究是否足以反映出學生需求，可以作

為實務上的參考？筆者將近年來有關學生在輔導服務需求方面的研

究加以彙整後發現：1.有關學生輔導需求的研究多以其所服務的學校

學生為研究對象，較少區域性、系統性學生需求研究。2.大部分研究

結果都只列出學生對於輔導需求的主題，而並未探討學生在這些主題

上所需要提供的輔導服務方式為何。所以輔諮中心如果要根據研究結

果做一些改善，多半都是增加幾場和主題有關的演講或座談等，而這

種方式的輔導服務在各大學校院其實都已經普遍實施，因此，不容易

將上述的研究結果作為輔導工作具體的改善依據，或者即使有一些改

善的措施，也無法得知是否是符合學生需求。

再以方婷、李玉嬋、潘愷(2001)的國立台北護理學院學生輔導需

求之調查研究為例，作進一步的探討。此研究很詳細的將不同的主題

分別進行分析，做出研究結論。筆者根據研究結論，列出需要提供的

輔導服務方式，與研究結果對於輔導中心的建議加以對照，顯示出相

當程度的落差存在，如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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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學生需求研究結果與研究建議的落差
研究結果
主題

研究結論 根據研究結論，學生
需要的輔導服務

三級預防架構

在生涯規
劃方面

學生期待輔導中心能協助提供
了解自己的興趣性向及適合的
工作、探索職業趨勢及職業選
擇需要考慮因素、協助個人生
涯發展計劃等方面。

個別或團體心理測
驗、個別諮商

二級、三級

在情緒管
理方面：

期待輔導中心協助同學檢視壓
力狀況、找到解決心理困擾及
面對失敗的方法，處理自己緊
張、焦慮的情緒，以達快樂生
活的目標。

個別或團體心理測
驗、個別諮商

二級、三級

在自我探
索方面：

學生期待的輔導需求包括：提
高自己的自信心、幫助了解自
己的人格特質及價值觀、學會
適當表達自己的優缺點、建立
正確的自我角色認同、建立正
確的人生觀、了解自己的學習
態度及訂定生活的目標。

小團體或工作坊、個
別或團體心理測
驗、個別諮商

一級、二級、三
級

在人際溝
通方面：

增進口語表達的能力、運用適
當人際技巧表達情感與想法、
處理人際衝突的技巧及學會如
何與同儕溝通

演講、宣導、小團體
或工作坊、個別或團
體心理測驗、個別諮
商

一級、二級、三
級

對輔導中
心的建
議：

1.善用心理測驗量表施測與解釋
2.辦理小團體或工作坊活動
3.開設相關課程或班級座談
4.辦理主題週系列活動。

一級、二級

對照研究結果，學生需求多為二級與三級預防的輔導服務，然而

研究結果對於輔諮中心的建議卻僅主張提供一級或是二級預防的輔

導服務。或許一、二級預防的輔導服務可以由輔諮中心採取主動，在

執行方面可行性較高，而三級預防的諮商服務則需要學生採取主動，

無法強求，輔諮中心則相對的是處於比較被動的地位。然而如果學生

有三級預防的需求，卻不會主動尋求協助，則加強宣導學生主動尋求

諮商服務，或是強化轉介功能，更應該成為輔諮中心的重要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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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部分研究結果較明確的列出學生對於不同輔導服務方式的

需求。康素蓉(2003)研究高中學生的學生輔導需求，發現：學生、家

長、教師三者對學生輔導需求上的意見有顯著差異，教師與家長比學

生本身認為學生需要輔導，教師又比家長認為學生需要輔導。「資料

提供」是學生、家長、教師均認為學生最喜歡之輔導方式，其次是「專

題演講」。李秋霞、陳美玲(2000)的研究結果顯示二技學生最想參加

輔諮中心的三項服務或活動，依序為心理測驗、電影或錄影帶賞析、

與利用網路輔導資源。這些結果完全沒有顯示出學生在個別諮商方面

的需求，這是否表示學生都可以有效的處理自己所面對的生活以及學

業方面的困擾問題，而不需要個別諮商？或者學生以逃避的方式處理

困擾問題？或者學生根本缺乏問題意識(沒有問題意識並不表示沒有

問題，就像沒有病識感並不表示沒有病一樣)？修慧蘭、陳嘉鳳(2006)

的研究中，「截至目前，心理諮商中心的接案負荷量已呈現供需嚴重

失衡的情形，已連續三學期出現學生求助時須列為等候名單，亦即有

需要的學生無法在短時間內接受協助，可能須等一至二個月始獲得協

助。…」則與前述研究截然不同。研究結果所顯示出的差距所代表的

意義為何？或者純粹只是對象或立場不同所致，無關輔諮中心的服務

績效。然而，如果要以研究結果作為實務工作的參考指標，就需要進

一步的研究、驗證，以作為輔諮中心改善服務品質的依據。

四、對輔諮中心角色與功能看法分歧

學生在社會和心理方面的問題，包括多元文化議題、性騷擾、約

會強暴、暴力行為、酒精和藥物濫用等，近年來在大學校園日益受到

重視（Gallagher, 1990; Magoon, 1992）。在國外，由於各校輔諮中心

尋求協助的學生人數增加，有關直接服務的時間限制問題、收取服務

費用問題、提供心理諮詢的方法等議題受到重視。此外，大學輔諮中

心開始考慮新進成員的多元性背景；無論新、舊成員都須受到有關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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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方面的訓練，學校對於物質濫用和性侵害的問題須提出新的政策

等，這些都會影響輔諮中心的功能和計畫。輔諮中心必須對這些需求

有所反應。

這些可能的改變，導致大學輔諮中心究竟該以何種比例提供直接

服務、延伸服務和諮詢服務等方面爭論不休(Drum, 1993)。科技創新

也持續影響輔諮中心的功能和行政。電腦化的效果讓輔諮中心的功能

和效率更為顯著。透過電子郵件和網路可以提供直接諮詢的服務。這

種立即的建議提供立即的協助，也可能會導致在缺乏周詳的考慮下做

出重要決定。這種溝通方式的科技化，讓學校的成員對於不同的文

化、議題有更多的認識和了解。

這些挑戰和改變導致不同的建議。Biship(1990)建議輔諮中心應

該增加諮詢的功能，加強生涯發展的服務，對更多的學生提供預防推

廣的宣導服務，以更主動的策略來面對更多的服務需求以及資源的限

制。此外為了符合學生問題嚴重性不斷增加的現象，危機處裡、運用

校外資源、治療的時間限制、以及加強初級預防計畫。Stone 與 Archer

(1990)也強調生涯諮商、以及增加延伸服務與諮詢與初級預防計畫的

服務。藉著輔諮中心功能與活動設限，以求達到資源與需求的平衡。

Crego (1990) 呼籲輔諮中心功能在概念典範上的轉移。他認為目

前諮商員是以一個不適合的模式來面對目前的種種議題與需求。

June(1990)認為輔諮中心需要扮演一個統整的角色來解決校園內的多

元議題。Pace, Stamler 與 Yarris (1992)建議輔諮中心需要再概念化她

們在校園的角色。這些研究結果顯示輔諮中心的功能為何，言人人

殊，輔諮中心需要花很多的心思在角色與功能概念化上，以面對 21

世紀校園所面臨的改變和需求。

雖然大學校院的輔諮中心都具有普遍受到輔導專業人員認可的

一般性角色與功能，然而 Bishop(1996)認為諮商人員和大學行政人員

需要有更多的溝通，通常輔諮中心專業人員、中心主任、學生事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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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等不同人員之間對於輔諮中心的角色和功能的看法不同。而且彼此

之間不知道有差異存在。DeStefano 等人(2001)以 475 位受試者進行研

究，其中有 87 所四年制大學及學院輔諮中心參與研究，243 位輔諮

中心成員、83 位輔諮中心主任、39 位實習研究生、50 位學生事務主

管、60 位行政人員及學生事務專業人員。結果顯示：

不同學校型態對輔諮中心功能有不同的看法，較大的學校比較小

的學校認為對於實習研究生的訓練以及職業諮商較為重要。當然這和

大型學校肩負諮商研究計畫與負責提供學生實習機會有關。

公立學校認為心理諮商在現在和未來都是最重要的功能，而留生

活動與延伸的預防教育活動則不重要。私立學校認為心理諮商、延伸

預防服務、危機處遇和研究生訓練的功能較重要，職業諮商、評量、

留生活動則較不重要。

不同的年資對於輔諮中心功能的看法亦不同，年資較久的輔諮中

心成員比年資較少的認為危機處遇和職業諮商在未來將日益重要，而

延伸預防與評量則未來較不重要。

輔諮中心主任、成員與實習生比學生事務主管與一般的行政人員

認為提供實習生訓練重要。

行政人員認為輔諮中心協助留住學生與提供處遇計劃給教務、體

育或生活等單位轉介過來的學生較重要。輔諮中心成員也較行政人員

認為職業諮商在未來較為重要。

此研究顯示：國外大學校院認為輔諮中心提供發展性與適應性問

題的諮商，比提供心理健康問題的諮商來得重要。輔諮中心成員與一

般行政人員之間，對於輔諮中心功能的看法有差異存在。對於輔諮中

心角色與功能看法分歧，會導致輔導工作人員角色混淆，校內師生對

輔導服務工作的期待有落差，影響所及包括輔導人員對工作的熱誠與

投入，校內師生對輔導工作的態度與支持等，均直接間接影響輔導服

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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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Whirter, Palombi 與 Garbin(2000)調查 130 位教職員是否覺

察、知覺到諮商、諮詢服務的重要性。研究者將受訪者分為四個團體：

輔諮中心人員、學校各主管(系主任等學術主管)、學生事務人員、大

學諮商系所教職員。結果顯示學校各級主管認為諮詢服務的建立應優

先於活動、工作坊、緊急電話專線、團體技巧的建立及初步接案。比

較關心學生課業、學校組織、而較不重視治療的本質。在諮詢服務上，

不強調長期、有計畫的訓練，而希望立即、直接有效的處裡環境中發

生的問題。學生事務人員則比較關心與直接治療相關的活動，包括危

機個案的處裡，希望建立心理健康諮詢團隊，透過工作坊、活動方案

及教學等活動學習相關諮詢知識。比較關心非治療性的學生服務，例

如：生涯測驗和解釋技術訓練團體、心理健康諮詢團隊的建立、定向

服務、記憶力訓練等。McWhirter 等人(2000)建議：「心理建康諮詢的

建立可以讓學術主管及其他人員認定輔諮中心的專業成效。利用諮詢

的機會讓大家了解學生問題，溝通諮商服務價值，諮詢可以結合更多

人提供更多元的服務。」

這些不一致的現象顯示出：隨著不同的時間，輔諮中心工作的功

能不斷的改變；不同學校性質或類型也有不同的輔諮中心的角色與功

能；學校內的不同工作成員對於輔諮中心功能的看法也多所分歧而莫

衷一是。前述輔諮中心的八項功能，每一項都非常重要，在可能的情

形下，輔諮中心必須面面俱到的在每一項功能都執行良好。然而近幾

年因為經濟不景氣，輔諮中心面臨資源減少的困境，Gallagher(1992)

調查 298 位輔諮中心的人員，顯示 48%認為人員減少、55%指出年薪

沒有增加，7%覺得人事經費減少、68%覺得各方面的基金減少了，

有些大學甚至要求輔諮中心自籌經費。台灣高等教育快速擴充，教育

經費的分散，學校部分經費自籌，輔諮中心也面臨和國外大學相似的

困境，包括諮商人力的短缺(學生人數快速增加，諮商輔導人員無法

增加)，、諮商人員薪資偏低、工作負荷增大等(許鶯珠，2005)。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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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面俱到，反而難免顧此失彼，因此，在實務上根據輕重緩急來執行

不同的功能，在所難免。

DeStefano 等人(2001)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大學及學院諮商中心目

前最重要的五項功能為：

(一) 在學生發展與適應問題方面提供個別與團體諮商

(二) 在學生心理健康問題方面提供個別與團體諮商

(三) 提供學生危機處遇服務

(四) 提供延伸的預防與教育服務

(五) 提供不同種族與文化背景學生諮商與特殊計畫

由以上的研究結果顯示，輔諮中心最重要的五項功能中，至少前三項

均為二級與三級預防的輔導服務。

大學及學院諮商中心目前次要的五項功能

(一) 提供諮商實習研究生的訓練與專業督導

(二) 提供教職員有關學生學習與教學的諮詢服務

(三) 對女性提供諮商服務以發展一個對女性的支持校園環境

(四) 進行職業諮商(vocational counseling)及維持學生職業評估的專

業能力

(五) 諮商中心成員涉入非諮商計畫努力留住學生

顯示在次要的五項功能中，包含了不同主題的一級、二級與三級預防

的輔導服務。

大學及學院諮商中心目前最不重要的四項功能

(一) 提供處遇計劃給教務、體育或生活等單位轉介過來的學生

(二) 指導學生有有關心理教育及心理社會的評估

(三) 維護學生關心的議題

(四) 指導學生發展和心理研究

顯示最不重要的功能，較偏向一級預防的輔導服務。

在被要求列出五項目前以及未來諮商中心五項最重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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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直接個別諮商與危機處遇被認為是大學諮商中心最重要的功能，

其中發展與適應問題的諮商則被認為是比心理健康問題諮商還稍為

重要一些；至於提供預防與教育計畫，以及基於學生多元文化與種族

背景的發展服務與諮商計畫，亦被認為是大學諮商中心的主要功能。

在最重要的五項功能方面，參予者不認為現在與未來會有差異。亦即

這些重要功能在未來仍然將持續不變。

「提供處遇計劃給教務、體育或生活等單位轉介過來的學生」在

未來的諮商中心功能中，將從最不重要的功能轉成為次等重要的功

能，而「進行職業諮商(vocational counseling)及維持學生職業評估的

專業能力」在未來則轉變成為最不重要的功能。

DeStefano 等人認為(2001) 二次大戰以來，大學校院輔諮中心經

歷了非常大的轉變，為了符合學生的需求而改變其功能和服務。目前

輔諮中心則將再一次的受到學生族群特性改變、心理問題嚴重性增加

以及高等教育財政因素的衝擊而有所改變。在輔諮中心轉變的階段，

蒐集資料以了解諮商中心角色、功能的看法與現行運作績效，可以作

為決策依據以因應改變的需求，讓關鍵人物了解彼此對於大學諮商中

心展望方向的不同看法，對於大學諮商中心有非常大的幫助。

再從心理師法規範的角度來看，心理師法第二章第十四條諮商心

理師之業務範圍包含下列六項：

(一) 一般心理狀態與功能之心理衡鑑。

(二) 心理發展偏差與障礙之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

(三) 認知、情緒或行為偏差與障礙之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

(四) 社會適應偏差與障礙之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

(五) 精神官能症之心理諮商與心理治療。

(六)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諮商心理業務。

大學校院輔諮中心的輔導教師是否必須具備心理師證照，才能從事輔

導服務工作，目前已引起廣泛的討論。如果依據心理師法，則諮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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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師才是執行諮商心理業務的專業人員，具備諮商的專業角色。然而

在三級預防輔導服務的架構下，麥麗蓉(2003)主張輔導教師應該因應

校園組織需求，扮演更多的角色，包括教育者、諮詢者、行政協調者

及行政管理者，主動走出以輔導中心為思考主軸，轉而以校園的需求

立場來行銷輔導工作的概念，認為大學輔導工作所包含的內容不應以

專業做切割，無論是個別諮商、心理衛生推廣、義工培訓、輔導行政

等都是整體的專業工作。許鶯珠(2005)也認為未來的學校輔導諮商工

作者，必須肩負「諮商員」(為學生提供個別或團體諮商服務)、「諮

詢者」(為學校老師提供個別或團體諮商服務)、「研究者」(評估學生、

家長、社區服務需求)、「協調者」(對校內行政部門的協調、校外社

區公共關係的建立)等多種角色。然而部份大學輔諮中心的諮商心理

師依據心理師法所規範的諮商心理師的業務範圍，只認定關起門來做

諮商才是職責所在，以致於輔諮中心內部的專業人員對於學生輔導工

作者的角色與功能認知有落差存在。此種內部專業人員對於輔導工作

角色認知的落差，導至學生輔導工作者的角色模糊，確實存在於部分

大學校院輔諮中心，以至於形成中心業務推展的困擾，也對整體學生

輔導工作服務品質形成影響，值得深入探討。至於輔諮中心為了提高

校內師生認識和了解輔諮中心及其所提供的輔導服務，所推出的各式

文宣，與實際輔導服務之間是否名實相符，或是誇大不實，以至於讓

學生對輔諮中心的期待和實際的體驗形成落差，影響輔導服務品質，

目前沒有有關的研究。

由以上各節的文獻內容可以得知，PZB 落差理論在探討影響服務

品質的因素中，同時考慮到消費者的層面、服務人員的層面以及組織

的層面，舉凡服務的目標、過程、設備、服務人員的態度、專業知能

與技術、角色、監督、團隊合作等影響服務品質的各方面，無一遺漏，

可以讓本研究在輔導服務品質指標與影響因素的建構方面，有一個完

整的依循架構，不必從無到有的憑空杜撰，免除掛一漏萬的疑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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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此理論架構，以專家訪談的方式進行指標或因素的增刪，勢必能

夠同時符合輔導專業與服務品質的雙重標準。而依據專家訪談所建立

指標，透過專家諮詢編製的「輔導服務品質量表」與「輔導服務品質

影響因素量表」，也能夠對於輔導工作的評量有相當完整的考量，是

提升輔諮中心的服務品質相當有效的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