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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根據研究目的、文獻探討歸納之結果，建立此研究架構。接著本章將依序

建立研究假設，定義各個變數，以及其衡量方式。並說明問卷設計與預試、樣

本設計、資料收集以及資料分析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想要了解顧客對於線上唱歌網站所提供之服務品質、

服務價值的評價為何，以及顧客對於線上唱歌網站的虛擬社群參與度，進而探

討服務品質對服務價值的關係，以及服務價值與虛擬社群對於顧客忠誠度的影

響。由於顧客的使用動機不同，所以本研究也將探討在使用動機不同的狀況下，

顧客所知覺之服務品質以及服務價值是否有差異。因此在綜合相關文獻之後，

提出本研究的觀念性架構，如圖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 

 

 

使用動機 

服務價值  顧客忠誠度 

期望服務水準 

認知服務水準  整體服務品質

虛擬社群的參與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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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與業者訪談，提出線上唱歌網站的服務品質衡量

的 9個構面與 26 個問項，並以 1個問項請受訪者評估整體服務品質，以進一步

了解使用者對線上唱歌網站的認知服務水準是否與整體的認知服務品質呈現正

向相關。Bolton 和 Drew(1991)指出服務品質是形成服務價值的前因，並於實

證研究中，證明服務品質對服務價值有顯著正向影響。故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 1：使用者對線上唱歌網站的「認知服務水準」會影響其「整體服務品質」 

H 2：「整體服務品質」與「服務價值」有顯著的正向相關 

    Parasuraman et al. (1985、1988) 認為顧客對於整體服務品值的評估來

自於期望服務水準與認知服務水準間的差距，而期望服務水準則是受到個人需

求、口碑或是過去經驗的影響。本研究透過與業者深度訪談，了解到線上唱歌

服務使用者有不同的使用動機，因此希望針對使用者的各種使用動機，進一步

了解是否對於期望服務水準有顯著的不同影響，且由於服務品質有許多不同的

構面，不同使用動機可能對於不同構面之服務品質有不同之期望，因此提出假

設3，如下： 

H 3：不同的「使用動機」之消費者對不同服務品質構面之「期望服務水準」亦

有顯著不同 

Oliver(1999)定義「顧客忠誠度」為「對於偏好產品/服務，未來持續重複

購買或光顧的深執信念，因此不論是情境的影響或是其他行銷力可能導致的轉

換行為，仍重複購買相同品牌或相同品牌群」。 

Leo Huang(2008)針對線上顧客忠誠度(e-loyalty)衡量，歸納為四個項目: 

(1) 口碑傳播 (2) 停留時間 (3) 購買頻率 (4)到訪頻率  

對於線上唱歌網站的業者來說，讓顧客持續繳費維持會員身份，是網站長

久經營的命脈，而讓顧客滿意不代表顧客忠誠度(Bowen & Shoemaker,1998)，

如何維持顧客忠誠度是業者十分關心的議題。參考過去的學者研究，顧客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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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務品質是影響顧客忠誠度的先決條件(Chia-Hui Yen et al.,2008；Leo 

Huang,2008)，故本研究提出假說4來驗證兩者之間關係： 

H 4：「整體服務品質」與「顧客忠誠度」有顯著的正向相關 

    Bolton 和 Drew（1991）定義「服務價值」是「牽涉消費者對於服務利益

的評估及其成本之間的抵換關係。而消費者對於服務價值的衡量，會因為其貨

幣成本、非貨幣成本、個人品味、特徵而有所不同」，也就是說消費者在評估

服務價值時，不僅會評估所體驗到的服務品質，同時也會考量所付出的成本。

Bolton 和 Drew（1991）提出的多階層服務品質與服務價值評估模式，認為顧

客的認知服務價值會影響顧客意向與行為，而Zeithaml(1988)認為顧客的認知

服務價值會影響顧客忠誠度，因此本研究提出假說5，如下：    

H 5: 「服務價值」與使用者「顧客忠誠度」有顯著的正向相關 

    Armstrong 和 Hagel（1998）提出的「會員忠誠度的動態循環模式」中，

認為「一個社群愈能夠促進會員之間的人際關係，會員對社群就會愈忠貞;會員

愈忠貞，就愈可能參與社群，愈不可能離開社群」，顯示社群與會員的忠誠度

之間的正向影響關係。Jang, Olfman, Ko, Koh和Kim(2008)認為對虛擬社群的

參加或投入，會增加社群會員對於該品牌的認知價值，並且對品牌產生積極態

度與品牌忠誠度。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6，如下： 

H 6：「虛擬社群參與度」與使用者「顧客忠誠度」有顯著的正向相關 

     

第三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方式，以下分別就問卷設計、問卷預試(pretest)、抽樣

設計、資料收集與樣本描述進行說明。 

 

3.3.1 問卷設計 

    本研究之研究變數共包括、消費者人口統計變數、消費者使用動機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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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品質、服務價值、虛擬社群及顧客忠誠度等六個部份。各研究變數之定義

及衡量方式茲分別說明如下： 

一、消費者人口統計變數 

本研究以台灣某家線上唱歌業者為個案公司，並以其會員為調查對象，人口

統計變數包括：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職業及每月可支配所得等五個問項，

全部採用名目尺度衡量。 

二、消費者使用動機變數 

   本研究針對線上唱歌使用者的使用動機，參考業者訪談結果，以及相關報章

資訊，提出以下幾種使用動機選項，包含(1)練唱，增進歌唱技巧 (2)學習新歌 

(3)認識愛唱歌的同好 (4)發表個人唱歌作品，增加成就感 (5) 隨時想唱歌就

可以唱 (6)打發時間 (7)紓解壓力，並且使用李克特五點尺度衡量，1代表非常

不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此外，另闢開放題，讓受訪者自填選項外的可能動機。 

三、服務品質 

    因應個案公司以銷售虛擬的唱歌服務及經營會員社群的特性，為探討其服

務品質水平，本研究除了線上服務品質的相關文獻，另外也探討電子商務經營

的成功因素、業者訪談結果，來進一步歸納符合個案公司特性之服務品質衡量

共9個構面，26個問項。 

1. 期望服務水準：透過使用者評估，以一個理想的線上唱歌網站而言，此26個

問項服務內容的重要性，來了解使用者對線上唱歌網站各項服務的期望服務

水準。此部分使用李克特五點尺度衡量，「期望服務水準」問項中，1代表非

常不重要，5代表非常重要。 

2. 認知服務水準：調查使用者對於個案線上唱歌網站，此26個問項的服務內容

的滿意度，來了解使用者對於個案線上唱歌網站的各項服務之認知服務水

準。此部分使用李克特五點尺度衡量，「期望服務水準」問項中，1代表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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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滿意，5代表非常滿意。 

3. 整體服務品質：以一個問項，問使用者對於個案線上唱歌網站「整體服務品

質」的滿意度，採用李克特五點尺度，1代表非常不滿意，5代表非常滿意。 

以上詳細問卷內容請參閱表3-1。 

四、服務價值 

    由於服務價值是概念抽象的整體性評估，較為主觀且不易確實衡量。而

Bolton 和 Drew（1991）所提出衡量指標，為近年國內外相關研究(李森峰(民

93)、杜明男(民 94)、Gil et al.(2008))所採用，即以消費者對一項服務的得

到與付出之間作整體性的評估，而本研究也採用此方法來衡量服務價值。而

針對這部分，採用李克特五點尺度衡量，1 代表非常不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

詳細問卷內容請參閱表 3-1。 

五、虛擬社群 

    關於虛擬社群的衡量許多學者在相關文獻中皆有提及，而切入角度的不

同，也缺乏普遍視為標準的量測方式。由於本研究主要針對受訪者來探討其虛

擬社群的形成，及其對於忠誠度的影響，而參考Armstrong 和 Hagel（1998）

提出的會員忠誠度的動態循環模式，其中強調虛擬社群成員的參與與互動可進

而產生忠誠度，因此本研究採用Koh和Kim(2004)的衡量面向，以社群成員的參

與程度，來衡量虛擬社群的強度，進而對忠誠度的影響。針對這部分，採用李

克特五點尺度衡量，1代表非常不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詳細問卷內容請參閱

表3-1。 

 

六、顧客忠誠度 

 綜合各家學者的說法，顧客忠誠度不只是行為面的忠誠，更包含了態度面

的忠誠，進而影響其實際購買行為。此外，本研究主要探討線上唱歌使用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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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誠度，因應網路環境與實體環境的不同，而選擇採用 Leo Huang(2008)針對線

上顧客忠誠度(e-loyalty)衡量，除了結合行為與態度面向之外，同時也將網路

環境的特性列入考量。針對這部分，也採用李克特五點尺度衡量 1代表非常不

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詳細問卷內容請參閱表 3-1。 

表 3-1 本研究之問卷構面整理 

衡量標的 衡量構面與項目 

服務品質 效率性 

(1) 很容易在網站中找到我想要的網頁或資訊 

(2) 網站的功能操作很順手、容易使用 

(3) 很快就學會怎麼使用網站提供的各項功能 

(4) 成為會員的方式很簡單 

(5) 完成線上交易的過程很簡單 

(6) 網頁與歌曲的下載速度很快 

穩定性 

(1) 網頁正常連結與開啟，歌曲正常下載，不會突然當機 

安全性 

(1) 網站能確保我的個人資料不外洩 

(2) 網站能確保我的信用卡或其他方式的付款資料不外

洩 

網頁美觀設計 

(1) 網頁的美工設計很吸引人 

資訊內容/影音服務的實現性 

(1) 提供的歌曲數量多 

(2) 提供的歌曲種類多元 

(3) 提供許多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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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供高質感的 MV 畫面 

(5) 伴唱音樂的音質很好，且有環繞效果 

(6) 網站提供我關於如何使用線上唱歌功能的詳細資訊

(7) 有輔助的功能幫助我的歌聲更動聽(例如升降 Key、

音量調整、歌曲導唱、個人定 key、歌聲迴音) 

(8) 提供個人化的服務，例如個人影音部落格、自錄歌

曲、自製 MV 與個人相片等功能 

(9) 網站會針對不同使用者，提供差異化的資訊，例如

相關歌曲、會員與活動訊息 

(10) 網站舉辦的活動品質良好，有明確的活動規則，

並且貫徹執行。 

成就感 

(1) 網站針對表現良好的會員(例如粉絲多、歌藝佳)，

提供曝光機會，甚至成名機會，提高會員的成就感。 

反應性 

(1) 對使用者的意見或問題會很快的回覆 

(2) 當網站發生問題時，會很快的處理好 

接觸性 

(1) 發生問題時，網站提供充分的溝通管道來反應與解

決使用者的問題 

娛樂性 

(1) 網站所提供的活動、內容及功能是十分有趣的 

(2) 網站提供的功能或活動讓我很容易與其他會員互動

與認識，例如留言、成為歌迷、首頁的愛唱排行

榜、歌唱比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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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服務品質 

(1) 整體而言，對該網站的服務品質評價 

服務價值 對服務效用的整體性評估： 

(1)整體而言，我認為該公司的線上唱歌服務使用價值很

高。 

顧客得到與付出的認知比較： 

(2) 相對於我所付出的金錢，我認為該公司線上唱歌服務

有很高的使用價值。 

(3) 相對於我所付出的心力(包括學習使用方法，以及準

備唱歌週邊工具)，我認為該公司線上唱歌服務有很高的

使用價值。 

虛擬社群 會員主動參加社群活動的動機強度 

(1) 整體來說，我有強烈的動機積極參與該線上唱歌服務

的社群活動 

會員參與並促進社群發展 

(2) 整體來說，我積極參與是為了促進該線上唱歌服務的

社群成長茁壯。 

為了其他社群成員，提供有價值的訊息內容 

(3)我經常發表歌曲與該線上唱歌服務的會員分享。 

熱衷於經常發表訊息與回覆他人 

(4)整體來說，我經常留言給其他會員，也時常回應他人

的留言。 

顧客忠誠度 口碑傳播  

(1)我會主動推薦他人使用該公司的線上唱歌服務 

停留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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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願意花很多時間使用該公司的線上唱歌服務 

到訪頻率 

(3)我願意經常上線使用該公司的線上唱歌服務 

購買頻率  

(4)我願意持續繳費來使用該公司的線上唱歌服務 

 

 

3.3.2 問卷預試(Pretest) 

    為避免問卷題目的內容與語意不清，導致問卷作答無法理解題目與誤答，

影響問卷之內容效度(content validity)。本研究在正式實施問卷調查前，透

過個案線上唱歌網站業者，將問卷發放給其會員6位，並透過事後電話確認，將

問卷中語意不清之處加以修改，並參考受測會員的建議，補充問項的內容。最

後再將修改後的問卷與指導老師討論，以確認問卷架構與內容均無問題，並作

為最後問卷定稿。而本研究正式問卷格式與內容詳如附錄。 

 

3.3.3 抽樣設計與資料收集 

    本研究在問卷正式發放前，先進行了一次預試，邀請曾使用過線上唱歌的

會員來試填問卷，預試者一共六位，並參考其意見修正問卷內容。待問券內容

確認無誤後，才進行大量問卷發放的動作。 

    正式問卷的發放對象是個案線上唱歌網站之登錄會員。問卷的發放方式，

是透過中華電信的網路問卷 e點靈網站，編輯與建置本研究的問卷，並透過個

案業者於線上唱歌網站上放置問卷連結，以及對會員發送電子報，通知線上唱

歌的使用者連結至問卷位址進行填寫。 

    本研究問卷發放時間為 5 月 20 日~6 月 29 日，共計回收問卷 269 份，經篩

選重複填寫、填答不完整等無效問卷予以刪除。無效問卷共有 67 份，故實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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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回收問卷總數為 202 份，有效問卷佔回收問卷份數的 75%。 

 

第四節 資料分析方法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研究假設及資料型態，採用統計分析軟體 SPSS for 

window 16.0 作為分析工具，並以下列的統計方法進行實證分析。 

一、信度分析 

    信度分析指測量結果的可靠性，係指測量結果的一致性或穩定性，亦指對

同一事物進行兩次或兩次以上的測量，其結果的相似程度。相似程度愈高，即

代表信度愈高，測量的結果也就愈可靠。信度的類型可分為以下數種：再測信

度、複本信度、折半信度、庫李信度、Cronbach＇s α係數以及評分者信度。

本研究採用最普遍的量測類型「Cronbach＇s α係數」，作為信度量測的標準，

Cronbach＇s α係數值應大於 0.7 為佳(Nunnally, 1978)。 

二、效度分析     

    效度即測量的正確性，指測驗或其他測量工具確能測得其所欲測量的特質

或功能的程度。測量的效度愈高，表示測量的結果愈能顯現其所欲測量對象的

真正特徵。本研究採用內容效度來衡量此問卷。而本研究問卷的內容發展是以

理論為基礎，參考多種相關的學者研究而訂定，並且經過問卷預試及修改，即

符合相當程度的內容效度。 

三、敘述性分析 

1. 分析使用者人口統計變數的分佈狀況，包含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職業，

平均所得。 

2. 分析樣本使用線上唱歌網站的情形，包含使用時間、頻率以及動機。 

3. 針對服務品質變數進行敘述性統計分析，包含期望服務水準、認知服務水準

和整體服務品質。 

四、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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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因素分析法，將26個項目的線上唱歌網站的認知服務品質，轉為較少的

線上唱歌網站服務品質因素構面， 以利於之後的分析與推論。 

 

五、迴歸分析 

    迴歸分析的目的就在於了解一組獨立的自變數與一個單獨的依變數是否存

在著統計上顯著的相關性。本研究將利用迴歸分析探討以下關係： 

1. 探討顧客的認知服務品質變項，對整體服務品質的影響。 

2. 探討顧客的認知服務品質及其變項對於整體服務價值以及顧客忠誠度的影

響。 

3. 探討使用動機變項對於認知服務品質變項以及整體服務價值的影響。 

4. 探討整體服務價值對於顧客忠誠度的影響。 

5. 探討虛擬社群對於顧客忠誠度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