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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場景的人際因素對注意力幸福感的影響: 

以恢復體驗為中介角色 

摘要 

本研究目的是從注意力恢復理論的觀點檢驗服務環境中的人際因素如何影響恢復

體驗，進而帶給顧客注意力幸福感。人際因素有顧客小群體的人際融洽、其他顧客

的相似性、外表及行為適當性、以及服務人員的服務友誼、顧客導向行為與銷售導

向行為。本研究執行兩個研究，研究一將會透過量表建構過程發展一個恢復體驗量

表，適用於享樂型人身處理或心理刺激處理類型的服務業，並得知恢復體驗的概念

內涵與組成要素。研究二將檢驗恢復體驗的前因與後果，以及恢復體驗是否會中介

人際因素與注意力幸福感之間的關係。研究一結果指出恢復體驗由內容迷戀、暫時

逃離、動機相容、能力相容、活動新奇感與心流六個子構面組成，該量表共以 21 題

衡量，並具有良好的信度、收斂效度、區別效度與外在效度。研究二結果指出服務

環境中的人際因素會顯著的影響恢復體驗，而恢復體驗亦會帶來顧客的注意力幸福

感，恢復體驗會完全中介人際因素與注意力幸福感之間的關係。根據研究結果討論

理論、方法與管理意涵。在服務業情境的恢復體驗概念內涵比大自然情境多了過程

迷戀面向，但是少了一致性面向。恢復體驗的前因應不只限於與大自然有關的實體

因素而已，因為人際因素亦是恢復體驗重要的前因。恢復體驗與其子構面間的關係

應被建模為反映型而非形成型。本研究提供服務業者指南，告知其如何透過人際因

素的形塑與管理，帶給顧客注意力幸福感。由於小群體融洽相對於其他人際因素而

言對顧客的恢復體驗影響較大，服務業者應將較多資源分配在管理顧客小群體上，

並促成其產生小群體融洽。最後，提出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關鍵字: 轉換型服務研究、服務環境、人際因素、恢復體驗、注意力恢復理論、展

望庇護理論、顧客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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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s of Interpersonal Factors within Service 

Environments on Attention-Related Well-Being: The Mediation 

Role of Restorative Experience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amine how interpersonal factors in service 

environment influence restorative experience, which in turn facilitates attention-related 

well-being of custom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 Interpersonal 

factors include small groups (i.e., interpersonal rapport), other customers (i.e., similarity, 

physical appearance, and suitability of behavior), and service providers (i.e., service 

friendship, customer orientation, and selling orientation). Two studies were conducted. 

Study 1 developed a scale of restorative experience applicable to hedonic service industry 

of people-processing or mental stimulus processing types. Also, the conceptual domain 

and components of restorative experience were discussed. Study 2 examined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restorative experience and whether restorative 

experience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factors and attention-related

well-being. The results of study 1 indicated that restorative experience is comprised of six

dimensions- content fascination, escape, motivation compatibility, competence

compatibility, novelty of activity, and flow. The new scale is measured using 21 items and

has good reliability, convergent validity, discriminant validity, and external validity. The

results of study 2 indicated that interpersonal factors in service environment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restorative experience, which in turn influences attention-related well-being. 

Restorative experience complete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factors 

and attention-related well-being. Theoretical, methodological, and manag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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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Compared to natural environment, restorative experience in 

the service environment contains the dimension of process fascination but has no 

dimension of coherence. Since interpersonal factors facilitate restorative experience, the 

antecedents of restorative experience should not be confined to natural elements of 

physical environment as done in the past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storative 

experience and its sub-dimensions should be modeled as reflective, not formative. This 

research provides guideline for service marketers to manage and harness interpersonal 

factors and improve attention-related well-being for customers. Since rapport in customer 

small group has more influence than other interpersonal factors on restorative experience, 

service marketers should put more resource in managing customer small groups and 

facilitating rapport among members in customer small group. In the end, limitations and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are presented. 

 

Keywords: Transformative Service Research, Service Environment, Interpersonal 

Factors, Restorative Experience, 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 (ART)、Prospect Refuge 

Theory, Customer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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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來有些學者們呼籲將服務業之研究重心轉移到轉換型服務研究 (Transformative 

Service Research (TSR))的議題 (Anderson et al. 2013; Ostrom et al. 2010; Rosenbaum 

et al. 2007; Rosenbaum 2009a; Rosenbaum et al. 2011)-將焦點放在改善個體 (員工

與顧客)、家庭、社會網絡、社區、城市、國家、集體以及整個生態系統幸福感的

服務研究 (Anderson et al. 2011)。轉換型服務研究關注的其中一個重要問題為“服

務業如何提升顧客的幸福感 (Customer Well-Being)”。這個系列研究問題關心的結

果變項除了顧客滿意度、忠誠度之外，尚有與顧客幸福感相關的變項，如：顧客

身心健康、快樂、與他人關係、個人成長、有效運作 (Effective Functioning)、感

覺和平 (At Peace)與降低分心 (Reduction of Distraction)等。足見幸福感的層面更

高、更廣。雖然轉換型服務的研究對某些特定的服務業比較重要，像是保健服務

與社會服務 (Anderson et al. 2013)，但有學者 (e.g. Ostrom et al. 2010)曾呼籲即使

是那些本質上和顧客幸福感看起來無關係的服務情境，如零售環境中的互動及線

上服務的使用也有可能會導致正面或負面影響顧客幸福感。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 (JSR)在 2010 年指出轉換型服務研究為未來服務研究的優先議題之一 

(Ostrom et al. 2010)，但儘管轉換型服務研究學者們呼籲更多研究著墨於顧客幸福

感的提升，現有的文獻還是非常缺乏這類型的研究 (Anderson et al. 2013)。 

 

幸福感是個多面向的概念，可分為與快樂及生活滿意度有關的主觀幸福感、

與人類生活中各個領域表現有關的心理幸福感，以及與認知運作有關的注意力幸

福感(Herzog and Strevey 2008)。過去服務業的研究僅有少數研究探討主觀幸福感

或心理幸福感的提升－如：Zhong and Mitchell (2010)指出在服務業中的享樂消費

有助於提升生活滿意度。Adelman and Ahuvia (1995)指出接受配對服務的顧客會得

到心理上的利益(提升自尊感、比較不沮喪、有控制感、對生活有希望等)。然而，

過去服務業的研究鮮少探討服務業如何提升顧客的注意力幸福感，而這個議題對

現今的人們是很重要的。注意力幸福感是指人們在處理事情(工作、課業)的認知運

作效能、效率與情緒穩定程度，包括有效運作、分心程度與感覺和平等三個次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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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根據 Goleman (2013)的看法，現在人們正處於一個分心的時代，相較於以前，

人們愈來愈難以專注去進行生活中的重要事務。由於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的普

及，使用這類裝置瀏覽資訊或娛樂比起工作、課業來的有趣，因此人們已經習慣

被這些資訊吸引，這會造成人們控制意識的能力下降，這個問題已愈來愈年輕化，

因為現在很多父母從小就讓小孩接觸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人們在進行生活中

重要但不有趣的事務(工作、課業)時可能很快就會注意力疲乏，呈現分心狀態，進

而使他們無法在生活中有效運作(Effective Functioning)(呈現認知混亂、短視近利

等)，造成生產力不彰。此外，由於現代都市生活是忙碌與緊湊的，因此人們很容

易就會過度使用注意力而陷入心靈疲勞(Mental Fatigue)的狀態(Kaplan and Kaplan 

1989)，像是大學生處理忙碌的社團生活與課業報告(Felsten 2009)、家庭主婦處理

家務(Johnstone and Todd 2012)、上班族處理開會與專案，都會長時間使用到心力，

並陷入疲勞。有鑑於上述現象，如何提升顧客的注意力幸福感已成為現今非常重

要的一個議題。有鑑於提升注意力幸福感對於人類有效運作具重要性，且服務業

者可以透過建構服務環境來影響顧客的心理(Bitner 1992)，本研究將焦點放在服務

業者如何透過建構恢復性的服務環境以提升顧客的注意力幸福感。Rosenbaum and 

Massiah (2011)鼓勵學者研究商業型服務場景促進注意力幸福感的議題。 

 

過去研究多是探討大自然環境如何促成人們的注意力幸福感(e.g., Herzog and 

Strevey 2008; Kaplan 2001a)。探討服務環境如何促成注意力幸福感議題的實證研

究非常少。這些少數研究指出顧客會藉由人際因素產生注意力的幸福感。服務人

員及其他顧客的社會支持會讓顧客得到心理上的健康，覺得可以再面對生活的事

務(Rosenbaum 2008)。Griffiths and Gilly (2012)的質性研究指出顧客在咖啡廳裡會

藉由處在一群不認識的顧客中得到一種能量，讓他們能更專注處理事務。然而，

這些研究最大的不足在於並未釐清服務環境的人際因素何以產生注意力幸福感？

其中的心理機制為何？本研究認為服務環境的人際因素之所以會產生注意力幸

福感，是因為顧客會從其中的人際因素得到恢復體驗(Restorative Experience)。本

研究定義恢復體驗為『人們因為環境或活動的因素而感到有趣、安心，進而重新

得力(Renewal of Strength)的過程』。重新得力是指人們心境上的更新: 從心靈疲

勞的狀態轉換到能量滿滿的狀態。Rosenbaum and Massiah (2011)指出都市內的年

輕人常常會有注意力疲勞的問題，而這些年輕人經常會利用放學後去附近的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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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服務場景，像是星巴克或是電玩遊樂場等，透過與同學、朋友的互動尋求放鬆 

(Rosenbaum 2008)，以得到生活的樂趣以及恢復做事情的專注力，進而在離開店家

後可以有力量去面對課業的挑戰。好朋友去店家休息放鬆，常會有融洽的互動，

溫暖、有趣的過程會讓人轉換到放鬆的狀態，進而讓人得到心理能量的充電感，

等散會後，人們就會覺得又可以面對生活中的挑戰。顧客在店家中也會觀察或聽

其他顧客的互動，從中感到有趣、慰藉，並恢復心靈能量，然後覺得又可以面對

生活中的事務。 

 

    注意力恢復理論(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 (ART))可作為解釋恢復體驗會

中介服務環境人際因素與注意力幸福感之間關係的理論基礎。根據 ART，環境若

能引發人們的興趣，就會讓人轉換到非自願的(放鬆、不費心力)模式，讓人的心理

能量得到充電(恢復自願注意力)，進而可以在認知運作上效能提升(注意力幸福感) 

(Kaplan 1995)。本研究認為展望與庇護理論(Prospect and Refugee Theory (PR 理論))

可進一步和 ART 相輔相成。ART 指出一個環境讓人感到有趣就可以讓人轉換到

非自願模式，PR 理論進一步指出環境帶來安全感，亦能讓人轉換到非自願的模式

(Appleton 1996)。一旦人們轉換到非自願的模式，則根據 ART 人們可以恢復自願

注意力並有認知運作效能。 

 

    近來有少數研究以調查法檢驗商業環境中的恢復體驗與自願注意力恢復後

的後果之間的關係。如：Rosenbaum (2009a)的研究指出恢復體驗與注意力不足過

動症 (ADHD)的症狀有負關聯，該研究的情境為大學生最愛的商業場所。

Rosenbaum et al. (2014) 在老人安養中心的研究發現恢復體驗會減少心靈疲勞。然

而，在服務環境中檢驗恢復體驗與注意力恢復後果間關係的研究仍為少數，需要

在更多類型的服務環境加以檢視。此外，現有研究檢驗的注意力恢復後果為分心

程度的下降，但是根據 ART 應有更多的面向被檢驗。Kaplan (2001a)提出注意力

幸福感，包括有效運作、分心程度降低與感覺和平三個面向，這三個面向都是彰

顯自願注意力恢復後的後果。根據 ART，恢復體驗應會提升注意力幸福感，但這

個關係在服務環境的情境中尚未被廣泛的檢驗。有鑑於此，本研究欲在服務業的

情境中檢驗恢復體驗與注意力幸福感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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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服務業的研究沒有檢驗恢復體驗的前因。這個問題在服務業的情境下就

更為重要，因為如果服務業者知道建構恢復性場景會給顧客帶來注意力幸福感，

卻不知道如何建構之，則在實務上很難運用。因此，本研究企圖檢驗服務環境的

面向與恢復體驗之間的關係。環境心理學的文獻指出在非大自然的情境中 (人造

室內環境像是餐廳、電影院、體育場等)，人際因素可能是較重要的恢復體驗前因。

Scopelliti 和 Giuliani (2004)的質性研究結果指出久居都市的人在室內環境中也常

有恢復體驗，並指出人們在這些環境中通常會和家人、朋友或是伴侶有社會互動。

這些社會互動可能會促成知覺恢復性，值得多加研究。然而，過去環境心理學中

有關注意力恢復理論的研究主要是討論環境的實體因素如何促成恢復體驗 

(Felsten 2009; Gatersleben and Andrews 2013; Hartig et al. 1997; Herzog et al. 2003; 

Laumann et al. 2001; Purcell et al. 2001)，較少研究檢驗環境的人際因素對恢復體驗

的促成效果，因此該議題有待進一步探討。過去服務場景的文獻亦有不少發現隱

含服務場景中的人際因素可能是恢復體驗的前因。Baker (1987)指出人類的特性會

塑造服務經驗，亦即人際因素在服務環境中有其重要性，可能會影響到恢復體驗。

Rosenbaum et al. (2007)探討其他顧客在場的影響，指出其他顧客的社會支持會正

向影響消費者對於“第三地”（Third places）的地方依附。顧客藉由依附第三地

可以取得社會支持，減輕孤單寂寞帶來的不良影響。Rosenbaum (2008)進一步延伸

Rosenbaum et al. (2007)的研究到年輕顧客群及非第三地的情境(e.g., 電玩場所、健

身俱樂部等)，結果發現其他顧客的社會支持會亦產生正面的服務結果(e.g., 忠誠

度、滿意度、較低轉換意圖、較高願付金額)，並帶給顧客健康上的好處(知覺凝聚

力 (Perceived Cohesiveness))。Rosenbaum (2009a)的研究指亦出服務場景的知覺恢

復性的前因可能和人際因素有關。像是咖啡廳、小餐館、健身中心、電玩遊樂場

與酒吧等服務環境，一直以來都提供顧客一個非正式的場合讓顧客可以和其他顧

客對話、發展友誼與交換社會支持。然而，以上研究沒有直接實證人際因素與知

覺恢復性之間的關係。因此，服務場景中的人際因素可能促成顧客的恢復體驗的

推測仍有待驗證。過去服務場景研究主要是討論環境的實體因素如何促成影響顧

客心理 (Rosenbaum and Massiah 2011)，並無研究檢驗環境的人際因素對於顧客心

理(恢復體驗)的影響，因此該議題有待進一步探討。 

 

    從以上討論，可以得知服務環境中的人際因素可能是建構恢復體驗的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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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但過去少有研究檢驗兩者之間的關係，本研究檢驗之。本研究將服務場景人

際因素分為三方面，『員工』、『有團體關係的小群體顧客』”與『無團體關係的其

他顧客們』。根據 Rosenbaum and Massiah (2011)的主張，可以將服務環境中的人

際因素分為”員工”與”其他顧客”這兩方面。由於顧客有很多時候是小群體的共同

消費，因此本研究進一步將其他顧客分為兩種，一種是“顧客間有團體關係（同

屬一社會網絡）的小群體”，另一種為“無團體關係的其他顧客們”。前者像是朋

友、家人、伴侶或是同事等，這些為顧客在個人的社會網絡中認識的人們；後者

則為服務場景中其他不認識的人。員工的部分將檢驗服務友誼、顧客導向行為與

銷售導向行為對恢復體驗的影響。星巴克員工和顧客互動時展現友誼，以充滿關

心的話語，問候顧客生活的近況，會讓人倍感溫馨，得到心靈上的滋潤，進而恢

復元氣。員工的顧客導向可能也是有助於恢復體驗的。員工可以藉由實行顧客導

向的行為讓服務環境變成一個較能回應性顧客需求的環境，這樣可以讓顧客處於

不費力的心境，增加恢復心理能量的可能。此外，服務人員常會因為業績壓力對

顧客進行推銷行為，像是電影院櫃台人員推薦組合套餐、租書店老闆推銷會員卡、

咖啡店推銷咖啡杯等等。上述這些銷售導向的行為會讓顧客產生壓力，降低顧客

在服務環境中的恢復體驗。顧客對所屬小群體的融洽可能會有助於顧客的恢復體

驗。顧客和這些小群體成員之間的互動如果是愉悅的，那麼這也會給顧客帶來恢

復感。這個說法符合人際融洽 (Interpersonal Rapport)的說法 (Tickle-Degnen and 

Rosenthal 1990)。當人們彼此之間的社會互動具有正向性 (Positivity)、互相關注 

(Mutual Attentiveness)與協調性 (Coordination)，就會覺得很舒服。因此，顧客和所

屬小群體之間的關係與互動可能會影響顧客的恢復體驗。然而，過去研究很少研

究檢驗小群體對服務消費的影響，特別是小群體對於恢復體驗的促進影響。顧客

在服務場景中知覺到其他顧客的層面可以分成與其他顧客的相似性、其他顧客的

外表與行為的適當性 (Brocato et al. 2012)。顧客如果知覺到他們和其他顧客間的

相似性高或是外表適當，會覺得服務場景有吸引力，這可能會促成恢復體驗。過

去文獻（e.g., Brocato et al. 2012; Martin and Pranter 1989）指出其他顧客在服務場

景中會展現正面或負面的行為，前者稱為適當行為，後者稱為不良行為。由於其

他顧客的不良行為會給顧客不舒服感，所以顧客如果經歷到此種負面的社會互動，

有可能會降低其恢復體驗；反之，如果顧客的行為適當，就會讓顧客舒服，導致

恢復體驗。綜合以上討論，可知服務人員的服務友誼、顧客導向與銷售導向、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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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小群體的人際融洽以及其他顧客的相似性、外表與行為適當性皆可能會影響恢

復體驗，本研究檢驗之。 

 

    目前尚無研究在服務業的情境中討論恢復體驗的概念內涵與構面組成。過去

研究主要是在大自然的情境中討論恢復體驗概念的內涵與構面組成，恢復體驗可

分為迷戀(Fascination)、逃離(Being Away)、延伸性(Extent)與相容性(Compatibility)

四個子面向(Kaplan and Kaplan 1989; Kaplan 1995)。迷戀指的是環境中具有直接迷

人屬性的事物，主要是指內容物的迷戀(Content Fascination)，逃離指的是在大自

然中可以讓人暫時忘掉日常生活中煩人的事務，延伸性指的是大自然環境中範疇

很大且元素間搭配得宜，相容性指的是在大自然環境中人們的意圖可以被達成。

然而，大自然環境下的恢復體驗四面向不一定可以都適用於服務環境。延伸性面

向可能不適用，因為大部分服務環境的範疇通常較小(一家店面)，不像大自然環境

較為廣大，顧客對於範疇的知覺通常並非如此強烈，因此是否延伸性是服務業恢

復體驗的一環，值得釐清與檢驗。此外，在服務業的情境中，過程迷戀(Process 

Fascination)的重要性比在大自然環境更高，此面向應為恢復體驗中重要的一部分。

有愈來愈多服務業的文獻指出顧客在服務店家中會專注地進行服務消費或是自己

的活動，並從中得到樂趣(Griffiths and Gilly 2012; McGinnis et al. 2008; Rosenbaum 

et al. 2014)。但文獻中對於大自然恢復體驗中的過程迷戀面向並無詳細的討論，並

無清楚定義，但此面向卻可能是服務環境中重要的恢復體驗面向。根據上述討論，

將大自然恢復體驗面向直接應用到服務環境可能是危險的，因為可能會缺失重要

恢復體驗構面(如過程迷戀)或是多引入不適當的構面(如延伸性)，不少文獻有此做

法(e.g., Korpela et al. 2001; Rosenbaum 2009a; Rosenbaum et al. 2014; Scopelliti 和 

Giuliani 2004)。有鑑於此，本研究將指出在商業環境中恢復體驗概念的內涵與組

成要素，將透過文獻閱讀與訪談嘗試釐清之。 

 

    過去研究另外一個不足之處在於恢復體驗的衡量效度是可疑的。第一，目前

知覺恢復性的量表皆為大自然與都市的情境下發展的，尚未有學者發展適用於商

業場所內的量表。Rosenbaum (2009a)直接將在大自然情境中發展的恢復體驗量表

運用在商業場所，這樣的做法可能是有風險的，因為恢復體驗概念的本質與構面

性可能須要根據商業場所的特性做修正。該研究未呈報信效度資訊，因此恢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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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量表運用在商業場所中的信度與效度不得而知。第二，大部分既有量表都有恢

復體驗子構面間區別力不足的問題。Hartig et al. (1996, 1997)的量表雖然至今為最

多人使用，但是問項仍有很嚴重的交叉負荷問題。最近 Pals et al. (2009)發展的量

表也有類似問題。第三，大部分恢復性量表都沒有經過嚴謹的量表發展程序。第

四，既有的恢復體驗量表都是根據 ART 原始的理論主張 (Kaplan and Kaplan 1989; 

Kaplan 1995)發展的， Kaplan (2001b)將 ART 理論的內容做了延伸，可是既有量

表沒有隨之修正。根據上述討論，既有量表仍有嚴重不足之處，本研究將參考

Churchill (1979)、Gerbing and Anderson (1988)與 Hinkin (1998)等人的量表發展流

程，以嚴謹的方式並根據 ART (Kaplan and Kaplan 1988; Kaplan 1995)發展一個適

用於商業場所情境的恢復體驗量表。量表發展時亦會融入修正版 ART (Kaplan 

2001b)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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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目的 

   綜合而言，本研究將在服務環境的情境下回答以下問題： 

 人際因素與恢復體驗之間的關係為何? 

 恢復體驗與注意力幸福感之間的關係為何? 

 恢復體驗是否會中介人際因素與注意力幸福感間的關係? 

 恢復體驗的概念的內涵與組成要素為何? 

 應如何衡量恢復體驗？ 

本研究目的為運用注意力恢復理論(ART)的觀點，建立一個在服務環境下恢復體

驗的前因後果整合模式，其中將檢驗人際因素與恢復體驗的關係、恢復體驗與注

意力幸福感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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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情境 

本研究所針對的服務類型為『享樂型人身處理』或是『享樂型心理刺激處理』的

服務業。根據上述所提服務類型，本研究選擇的服務店家類型有: 餐廳、咖啡廳、

書店、電影院、百貨公司、購物中心、KTV、電玩遊樂場、運動中心、夜店、遊

樂園/主題樂園、美髮店等。偏向功能類型的商業場所像是金融服務、銀行、補習

班、顧問服務、醫院等則不包括在本研究的範疇內。 

 

    享樂型的服務業中顧客較有可能經歷恢復體驗。服務類型可依照顧客到店家

是重視過程還是結果分為享樂型服務與功利型服務兩種類型(Jiang and Wang 

2006)。享樂型服務給予消費者享樂性的價值像是興奮與好玩，這類型的服務業像

是主題樂園、旅遊度假與夜店。功利型的服務提供給消費者功能的效用或是解決

實際的問題，這類型的服務業像是汽車維修、銀行與保健等。在享樂型的服務店

家中顧客比較會經歷到恢復體驗，而在功利型的服務店家中，顧客不太可能會經

歷到恢復體驗，原因如下。第一，顧客在功利型的服務店家中，會抱持一種要完

成任務的心態，因為他們的心思都在任務的完成，處於一種緊張的狀態，所以比

較無法細心體會服務環境的設計，因此經歷到恢復體驗的可能性較低；顧客在享

樂型的服務店家則是處於一種享受的心態，比較會細心體會環境的設計，因此比

較可能會經歷到恢復體驗。第二，顧客在享樂型的服務場所會待的比較久，因為

享樂型的服務本身是顧客喜愛的，因此顧客比較會在享樂型的場所中有恢復體驗；

顧客比較不會想要在功利型的服務場所中待很久，他們希望愈快完成任務愈好，

因此顧客比較不會在功利型的場所中有恢復體驗。 

 

    本研究針對的服務業類型為人身處理或心理刺激處理。服務業可依照被服務

的對象(人/物)與服務行為的本質(有形/無形)分為四種類型 (Lovelock 1983)，分別

是人身處理 (People Processing)、心理刺激處理 (Mental Stimulus Processing)、擁

有物處理(Possession Processing)與資訊處理(Information Processing)。若要讓顧客

在服務環境中經歷恢復體驗，顧客應該要是服務的標的。較符合的服務類型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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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處理 (People Processing)與心理刺激處理 (Mental Stimulus Processing)。人身處

理的定義為顧客必須親身前往服務店家中接受服務，服務的程序大部分是由顧客

自己完成，或是顧客與服務人員一起完成 (Lovelock 1983)。人身處理的服務類型

下，如餐廳、美容美髮或是旅行，顧客因為是被動接受服務或是體會環境的刺激，

比較是處於一種不費力的狀態，因此較有可能有恢復體驗。不一定每種心理刺激

處理的服務類型顧客都會經歷恢復體驗。心理刺激處理的服務類型下由於主要的

服務內容是資訊，因此顧客必須專心才能發揮該服務的功效。在此情況下，是否

會經歷恢復體驗端視顧客是否是處於不費力的專心還是費力的專心。不費力的專

心狀態發生在顧客進行他們有趣的活動時，這種活動像是到書店看閒書、看電影，

而費力的專心則是發生在人們進行對他們很重要但是不討喜的活動，像是補習。

需要費力專心的心理刺激處理服務類型較符合功利型的服務，而不費力專心的心

理刺激處理服務類型則較符合享樂型的服務。由上可知，顧客在享樂型的心理刺

激處理類型的服務業中較可能經歷恢復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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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預期貢獻 

有鑑於轉換型服務研究學者們呼籲未來應有更多研究檢驗服務業如何提升顧客幸

福感，本研究追隨此研究趨勢，並使用環境心理學的注意力恢復觀點來檢驗是否

可透過建構恢復性的服務環境來提升顧客的注意力幸福感。預期會有以下的貢獻。 

 發展一個適用於服務業情境的恢復體驗量表，可應用在『享樂型人身處理』

或是『享樂型心理刺激處理』的服務業。 

 探討在商業情境下恢復體驗的組成，檢視其是否有別於大自然情境。 

 更全面性地在商業的情境下檢驗恢復體驗的前因與後果。本研究釐清人際

因素在服務環境下恢復體驗的前因角色，這是過去文獻中所沒有檢驗的。 

 確認恢復體驗是服務環境中人際因素與注意力幸福感之間關係的心理機制。 

 提供實務業者指南，建議其如何透過人際因素之型塑與管理來建構恢復性

的服務環境，以提升顧客的注意力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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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論文之結構 

本研究首先會在第 2 章回顧相關的文獻，包括注意力恢復理論 (ART)、展望與庇

護理論(PR 理論)、恢復體驗、服務環境人際因素相關構念與顧客幸福感。人際因

素的部分包括服務友誼、顧客導向、其他顧客之相似性、外表與行為適當性 與人

際融洽。顧客幸福感的部分包括主觀幸福感、心理幸福感與注意力幸福感。文獻

回顧完後，將根據 ART 及 PR 理論的主張發展研究假設。在第 3 章的部分，本研

究會從 Creswell (2003)的觀點討論本研究適當的研究設計，將會說明研究策略以

及對應的抽樣方式，構念的衡量方式，統計分析的方法。在第 4 章的部分，本研

究將會呈報恢復體驗量表發展的結果。在第 5 章的部分本研究將會呈報檢驗恢復

體驗前因及後果的結果。在第 6 章的部分，將會根據結果進行概念、理論、方法

以及管理意涵上的討論。最後，會提出本研究限制以及未來研究方向的建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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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評述 
本節乃根據研究問題回顧相關的文獻。首先，將回顧環境心理學中的注意力恢復

理論(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 (ART))、並說明其相關實證研究，亦會說明其可

以用在商業情境的原因。接著會回顧展望與庇護理論 (Prospect and Refuge 

Theory(PR 理論))，並說明其可以補 ART 不足之處的理由。接著針對本研究主要

構念進行回顧，將回顧恢復體驗、服務環境的人際因素與顧客幸福感的文獻。 

服務環境中的人際因素，可分為員工、其他顧客與小群體三方面。員工的部分以

強調員工與顧客的友誼關係 (Service Friendship)、顧客導向 (Customer Orientation)

為主要回顧的文獻。其他顧客的部分則回顧服務場景社會面向  (Social 

Servicescape)、顧客與顧客互動 (Customer to Customer Interaction)與顧客不良行為 

(Customer Misbehavior)的文獻為主。小群體的部分由於現有服務業文獻的缺乏，

將以人際互動中的融洽 (Rapport)為主要的文獻回顧對象。顧客幸福感相關的文獻，

將針對主觀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心理幸福感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與注意力幸福感 (Attention-Related Well-Being)進行回顧。最後，將發展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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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注意力恢復理論 

一、自願與非自願性注意力 

注意力分為自願性(Voluntary Attention or Directed Attention)與非自願性注意力

(Involuntary Attention or Undirected Attention)兩種(James 1892; Ribot 1896)。自願性

注意力就是需要耗費心力的注意力，通常人們在從事不討喜、無趣但是對於他們

很重要的事情就會用到(Uninteresting but Important) (James 1892; Kaplan and Kaplan 

1989)。譬如，工作、課業、處理人際關係。因為在從事這些不討喜之事時，人們

必須使用意志力強迫自己將注意力放在這些不討喜的事情上面，避免自己被更有

趣的事物吸引，如此將會耗費較多心力。人們在使用自願注意力時因為會透過上

述抑制(Inhibition)的機制所以會耗費心力。非自願性注意力則是無須耗費心力的

注意力，通常是在看到具有直接迷人或激發屬性 (Directly Fascinating or Exciting 

Qualities)的事物或是從事有趣、他們有熱情的活動時會用到(James 1892; Ribot 

1896)。人們不用刻意將注意力放在這些具有直接迷人屬性的刺激上，他們自然而

然就會被其吸引。兩種注意力的比較如下。自願注意力是由上而下的，由意志力

控制；非自願注意力則是由下而上，由環境中的事件激發(Eimer et al. 1996)。因

此，可知非自願性注意力較容易受到服務環境中的元素影響。自願注意力是透過

意識控制歷程運作，非自願注意力則是透過自動化歷程運作(Goleman 2013)。 

 

二、理論主張與恢復機制 

注意力恢復理論的提出者是 Kaplan and Kaplan (1989)與 Kaplan (1995)。該理論延

伸 James (1892)對於自願注意力與非自願注意力的論點，指出自願注意力的使用

因為耗費心力，因此過度使用就會產生心靈疲勞(Mental Fatigue)。發生心靈疲勞

時，會讓人們無法有效運作(Human Functioning)，人們的生產力、專注力、選擇能

力、對週遭事物的知覺能力、助人行為都會下降。此外，在心靈疲勞狀態下，人

們做決策會偏向短期導向而忽略長期的可能機會、人們比較會做出衝動行為、會

情緒易怒…等。有鑑於此心靈疲勞對人類生活(特別是認知運作)造成不良影響，

ART 關注的問題為如何讓疲勞的自願性注意力恢復。該理論主張由於非自願性注

意力的使用無須耗費心力，因此在自願注意力疲乏時，人們仍可使用非自願注意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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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使用非自願注意力的時候就可以讓自願注意力得到喘息，進而恢復自願注意

力並解除心靈疲勞的狀態。該理論主張能夠讓人們使用到非自願注意力的環境即

為一個恢復的環境 (Restorative Environment)，在此環境中人們會有恢復體驗 

(Restorative Experience)，是一種不費力(使用到非自願注意力)的經驗。 

 

    ART 假定人們的自願性注意力是可以自動修復的，符合平衡模式(Homostatic 

model)的主張 (Rainisio and Inghilleri 2013)。當自願性注意力疲乏時，人們只要處

於不費力的非自願模式(Involountary Mode)，就可以讓疲乏的自願注意力得以喘息，

進而自動修復到正常水準(Kaplan 1995)。ART 中的恢復機制可用恢復歷程解釋。

恢復的歷程為: 第一，清除心中的雜思意念。第二，恢復自願性注意力。第三，思

考生活中正面對的問題及解決之道。第四，思考人生的目標與方向(Herzog et al. 

1997; Kaplan and Kaplan 1989; Korpela and Hartig 1996)。 

 

    若環境有讓人用到非自願性注意力的情境，就會讓人暫時抽離出生活中的煩

人事情。因為那些令人心中煩擾的事務讓人持續耗用自願性注意力，因此當人們

進到一個讓他們用到非自願注意力的環境，他們的心靈就會被環境中的事物暫時

充滿，沒有心思去管心中那些煩人的事情。Kaplan (1995)提到當人們處在一個有

很多迷戀事物的環境中會產生探索行為，此時人們的心靈會被充滿，比較不會去

想其他煩人的事情。心流經驗的文獻指出當人們從事活動處於心流狀態時，將無

暇去思考日常生活中的事務與煩惱，他們會專注沉浸於當下的活動

(Csikszentmihalyi 1990)。由於人們處在非自願注意力的環境中是處於不費力模式

且暫時抽離煩人事務的狀態，因此緊繃的自願性注意力就可以暫時休息，可以恢

復到正常的水準。當自願注意力恢復到正常水準後，人們除了可以解除心靈疲勞

的狀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又可以集中注意力去思考短期與長期的生活事務

(Mindfulness)。由上可知，恢復體驗可以降低心靈疲勞且提升注意力相關的指標。 

 

    恢復環境相對於睡覺與發呆較能恢復自願注意力的原因在於其強大的抽離效

果。根據 ART 講的恢復機制，恢復環境之所以會能有效恢復自願注意力是因為能

夠讓人暫時抽離出心中的雜念，而這些雜念正是會讓人用到自願性注意力的元兇。

睡覺雖有可能恢復自願注意力，但睡覺時可能會因為心中有煩人的事物尚待處理，

1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而會降低睡眠品質(如，睡不著或是作夢)，這樣可能會抑制自願注意力的恢復。放

空也可能恢復自願注意力。放空雖然似乎是什麼都不想，可是根據 James (1892)所

說，人的注意力一定會要投注在某個標的(感官上的或是腦子裡的)，因此放空的時

候不可能什麼都不想。Goleman (2013)進一步指出，不幸的是，放空時人們很多時

候還是會想到生活中待解決的問題與煩人事情(心中的雜念還是會浮現)，因此還

是會用到自願注意力，這樣可能會降低自願注意力的恢復。也因為如此，才會有

東方亞洲的冥想派，強調透過一些技巧上的訓練，就可以排除心中的雜念，但冥

想似乎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練成的。而到一個恢復性的環境就能有效地讓人們抽離

心中的煩人事務，因為人們的心靈被環境中的有趣、新鮮事物或是有趣的活動充

滿(Kaplan 1995)，如此可讓自願注意力得到完全的休息，進而恢復到正常水準。

Korpela et al. (2001)指出人們最喜愛的地方通常就是恢復之地，因此似乎每個人可

以容易找到自己的恢復環境，不用經過麻煩的訓練過程。恢復環境相對於睡覺與

發呆而言比較有正面意義(感覺不會浪費時間)，因為此時人們不是完全什麼都不

做，還是有在做事情，只是這些事情較為不費力(Kaplan and Kaplan 1989)。 

 

三、注意力恢復理論應用在服務業情境 

過去應用 ART 的研究雖然將重點放在大自然環境 (Pals et al. 2009)，但亦有少數

研究指出人造環境也具有注意力恢復的潛力。Kaplan (1993)最早指出在博物館中

人們會有恢復體驗。Scopelliti and Giuliani (2004)的質性研究指出久居都市的人很

多時候沒有很多時間可以去接觸大自然，因此會選擇附近的商業場所，像是小餐

館、咖啡店、電影院等作為休息放鬆的地方，在這些地方人們也會感受到恢復性

元素。Pals et al. (2009) 亦認為大自然並非是唯一具有恢復性能力的環境，其他的

環境也應該被檢驗。因為有些人可能無法到自然環境中去感受到恢復體驗，所以

呼籲研究者應該要檢驗比較可及的環境 (Accessible Environments)。他們的研究檢

驗動物園中的兩個園區，指出動物園也具有恢復的潛力。Felsten (2009)指出即使

沒有與大自然相關的壁紙，也沒有窗戶可以看到外面的大自然景象，大學交誼廳

本身還是具有恢復性。最愛之地的研究中有受試者指出商業場所像是咖啡廳、餐

廳、建築物與影城等也是他們的最愛之地，在那些地方受試者會知覺到恢復體驗 

(e.g., Korpela and Hartig 1996; Korpela et al. 2001)。Rosenbaum (2009)的研究中也針

對顧客最愛的商業場所的恢復體驗探討，然而該研究並未報導恢復體驗元素的含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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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Johnstone and Todd (2012)的質性研究指出零售環境 (購物中心)是具有恢復的

潛力，顧客在裡面可以藉由享受在逛的過程或社會互動得到暫時逃離、放鬆與年

輕的感覺。既然檢視商業場所恢復性的研究不多，意味著對這些服務場景的恢復

元素之檢驗亦十分缺乏。 

 

四、注意力恢復理論的實證 

有很多研究支持 ART 的主張，亦即大自然相較於其他環境最具有恢復力，能帶來

自願注意力的恢復 (Berto 2005; Hartig et al. 2003; Kaplan 2001; Taylor et al. 2001; 

Wells 2000)，這些研究多數使用實驗法，亦有少數研究使用調查法 (p.3, p.50)。 

 

使用實驗法的實證研究主要是在檢驗大自然相對於其他環境而言較能促成自

願性注意力指標的提升。Hartig et al. (1991) 採用前測-後測設計並比較三種背包

客的校稿 (Proofreading) 績效，分別是剛去野生地方度假回來的、剛去都市度假

回來的及沒有度假的。結果發現只有剛在野生地方度假的背包客校稿績效有改善。

Hartig et al. (2003) 採用重複測量設計實驗室研究法檢驗自然環境對注意力恢復

的影響，也發現在中長期時注意力測驗 (Necker Cube Pattern Control Task) 的分數

在接受自然環境組是提升的。Berto (2005)以實驗設計的方法檢驗自然環境對注意

力恢復的影響，發現恢復性相較於不具恢復性的場景而言，處於情境中的受試者

的注意力恢復程度高，因為持續性注意力反映測驗  (Sustained Attention to 

Response Test)的分數有改善。其他研究則針對易受傷害族群 (Vulnerable Group)為

對象進行，並指出自然環境有助於這些人恢復注意力。對於剛剛做完乳癌外科手

術的女性們，會有注意力不足 (Attention Deficit)的症狀，若讓他們從事和大自然

有關的活動，像是園藝，就可以有助於他們恢復注意力。相對於控制組而言，從

事園藝活動組的女性患者在需要使用注意力的任務上績效表現較好，他們的研究

中使用較多種類型的任務，像是向前掃點 (Digit Scan Forward)、向後掃點 (Digit 

Scan Backward)以及字母消除 (Letter Cancellation)等。Wells (2000)發現孩子們如

果從一個不好的居家環境轉換到較好的居家環境(指的是與大自然接觸增加)則自

願性的注意力會改善。注意力會改善的偵測為媽媽評估孩子的可運作性 

(Functionality)變化，使用的量表為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狀評估量表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s Evaluation Scale)。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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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有研究檢驗不同環境類型對於知覺恢復性的影響。研究發現指出大自然環

境相較於人造的環境而言有較高的知覺恢復性。Hartig et al. (1997) 發現大學生會

知覺大自然的環境相對於人造環境有較高的知覺恢復性，他們的研究乃請大學生

親身體驗此二類環境後做評估。Laumann et al. (2001) 的研究乃請大學生想像身歷

其境或是給大學生看場景的投影片之後評量， 研究發現大學生知覺大自然相對於

都市場景而言，在恢復元素 (新奇、暫時逃離、延伸性、迷戀與相容性)的感受上

比較強，。Purcell et al. (2001) 亦發現大學生給予大自然較都市場景更高的知覺恢

復性分數，且發現包含水的大自然場景的知覺恢復性最高。Herzog et al. (2003) 發

現綠涵蓋範圍大的都市場景，相較於沒有綠範圍的都市場景而言，會得到大學生

較高的知覺恢復性評價。然而前面兩個場景的恢復力都不及大自然場景。Felsten 

(2009)則進一步指出模擬大自然環境的恢復效果有可能會等於或優於真實大自然

環境的恢復效果，且發現在校園室內的情境中，大學生感受室內大自然的大壁報

的知覺恢復性為中度 (沒有水)到高度 (有水)，室外的凋零大自然為中度恢復，室

外建築物為低度恢復。大自然相較於人造環境有較高的知覺恢復性，一個可能的

原因為人造環境會給人較大的壓迫感 (Gatersleben and Andrews 2013)。 

 

    有些研究者研究”間接式”的知覺恢復性，他們指出從窗戶外看出去的自然景

色是可以促成注意力恢復的。Tennessen and Cimprich (1995)發現宿舍窗戶看出去

只有大自然景色的大學生，相較於看出去是部分大自然景色或是只有建築物的大

學生而言，會在自願性注意力測驗上得到較高的分數。Kaplan (2001a)則發現公寓

的居民如果從窗戶看出去可以看到大自然景色則相對於沒有而言會感到較放鬆、

有效能與較低的分心經驗。 

 

    過去研究指出人們在最愛之地 (Favorite Place)會有恢復體驗。最愛之地為人

們最常有地方依附的地方。在 Korpela and Hartig (1996)的研究中受試者指出他們

通常去最愛之地的目的是放鬆、冷靜下來及清除生活中煩人事物。此外，美麗的

經驗、控制感、表達的自由及逃離社會壓力也是原因。Korpela and Hartig (1996)及

Korpela et al. (2001)比較最愛之地與不喜愛之地的恢復體驗，發現最愛之地的四種

恢復元素都處於高的水準，而不愛之地的四種恢復元素程度都是低的。最愛之地

具有恢復體驗，是因為人們在那裡會有自我調整的過程 (Self-Regulation Process)。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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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展望與庇護理論 

Appleton (1996)的 Prospect Refuge Theory (PR 理論)整合了棲息地理論(Habitat 

Theory)從演化的角度來解釋人們對於環境的偏好，認為人們天生偏愛的環境為具

有高的能見性(Prospect)與高的庇護性(Refuge)，因為這樣的環境是有助於人們生

存，逃離危險的。該理論被環境心理學(Fisher and Nasar 1992; Nasar et al. 1983)、

景觀評估學(Daniel 2001; Gobster 1994)、演化心理學(Thornhill 1998)、美學心理學

(Fischer and Shrout 2006; Heerwagen and Orians 1993; Ulrich 1983)等學群研究用以

解釋環境中的元素與人們對環境偏愛的關係，並幫助設計師設計出讓人偏愛的環

境。舉例，人們偏愛坐在餐廳中的燈光較暗的位置，因為這樣他們可以看到別人

(有能見度)，別人比較不會看到他們(提供庇護)，或是人們比較偏愛坐在角落位置，

因為這樣比較不會被別人看到(提供庇護)。 

 

    PR 理論亦提及環境的能見性與庇護性與非自願注意力之間的關係。明確而

言，該理論指出一個環境若提供機會讓人們有能力去了解環境(The Ability to See)

及讓人們有個可以躲藏(受庇護)(The Ability to Hide)的地方就會帶給人們安全感，

在此環境中人們使用注意力是以一種愉悅的方式，不會有焦慮感，並有助於放鬆。

由此可知，環境的設計應致力於提升能見性與庇護性，這樣有助於讓人們在此環

境中可以轉換成為一種放鬆 (使用非自願注意力)的模式。在服務環境的情境下，

該理論應可指導服務環境面向要如何設計才有助於讓顧客轉換到放鬆模式。 

 

    PR 理論亦提及環境中的危險性(威脅感)的概念，當一個環境給人們帶來威脅

感，就會讓人們不偏愛該環境，會無法處於放鬆的模式。過去研究指出危險可以

分為實體的威脅與社會的威脅。實體的威脅是環境中的實體因素引發的，而社會

威脅是環境中的其他人引發的。過去研究進一步指出環境中的社會威脅而非實體

威脅才會影響人們對環境的偏好(Herzog and Smith 1988)。因此，當環境中的社會

因素給人一種威脅感時，將無法讓人們偏好該環境並覺得放鬆。有鑑於在服務業

者通常在設計實體環境因素時應不致於設計出具有威脅感的設備、擺設，但由於

人際因素服務業者較無法完全掌握，因此人際因素較可能會使服務環境變得具有

威脅感，進而使顧客在裡面無法轉換到一種放鬆 (使用非自願注意力)的模式。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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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 理論可以補 ART 的不足，兩者一起更完整地解釋環境如何帶給人自願注

意力的恢復。ART 雖主張環境若能引發人們的興趣，就可以讓人們轉換到非自願

的模式，進而恢復自願注意力，但是讓人們恢復自願注意力的途徑除了引發興趣

之外還有另外一條路徑，也就是讓人安心的途徑。PR 理論指出環境若帶給人能見

度與庇護感就可以讓人覺得安全與無威脅，進而讓人以一種較愉悅的方式使用注

意力(非自願注意力)，得到放鬆。近來的研究指出影響人們恢復自願注意力和環境

給人的安全感很有關係。如果人們認為大自然景色為高度可藏匿性與低度能見度，

會覺得藏有壞人且自己看不清楚，則大自然的知覺恢復性是低的，這是因為這會

給人一種自己變成獵物的感覺，有不安全感與威脅感 (Gatersleben and Andrews 

2013)。Felsten (2009)的研究也指出凋零的大自然恢復力只有中度，這可能是因為

凋零感會給人們心理帶來不安感，抵銷了大自然本身的恢復力。由上討論可知，

ART 與 PR 理論可以相輔相成地解釋環境如何帶給人們自願注意力的恢復，前者

是走興趣路徑，後者是走安心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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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恢復體驗 

一、概念內涵 

ART 指出人們進到恢復環境就能促成注意力的恢復，亦即人們會在環境中得到恢

復體驗。恢復體驗包括四種元素-迷戀 (Fascination)、逃離 (Being away)、延伸性 

(Extent)與相容性 (Compatibility)，Kaplan (1995)對此四種元素介紹如下。迷戀指

的是環境中存在直接性迷人特性 (Directly Fascinating Qualities)，也就是那些不用

耗心力 (Mental Effort)就可以感受到的特性。這個元素是恢復性環境的必要而非

充分條件。迷戀可以按照人們的角色是屬於主動或被動，分為過程迷戀與內容迷

戀兩種。過程迷戀是指人們主動參與一個具有直接迷人屬性的活動，例子就是看

偵探小說時猜測犯人是誰的那種上癮感。內容迷戀是指人們被動觀察環境中的直

接迷人屬性，例子就是看到野生動物，或是很大的東西。迷戀又可以根據強度分

為硬性迷戀 (Hard Fascination)與軟性迷戀 (Soft Fascination)。硬性迷戀就是強度

很強，會完全吸住一個人非自願性注意力的事物，會讓人無法在當下想其他惱人

事，例子是看賽馬比賽；軟性迷戀的強度為中等，除了吸住人的目光外，也仍讓

人有自省的空間，例子是在森林中散步。通常軟性迷戀的刺激會有美學的特性。

逃離指的是身體上與心理上脫離日常生活事物的狀態。身體上逃離，是指來到了

一個和平時不一樣的實體環境；心理上逃離，是指脫離要用到自願性注意力的心

智活動。Kaplan (1995)認為心理上的逃離而非身體上的逃離才是帶來恢復注意力

的關鍵。他認為身體上的逃離亦有恢復的潛力，但是效果很不一定，因為有些人

即使來到了一個不同的實體環境中，他們還是會想煩人事務而無法放鬆。延伸性 

(Extent)包括一致性 (Coherence)與範疇 (Scope)。一致性指的是環境中的元素排列

整齊、有次序、協調。一致的元素比較不會用到自願性注意力，不一致的元素就

會用到了，因為會誘發人們思考為何不一致。範疇就是指刺激的豐富程度。當範

疇愈大時，人們就會有較多的探索性行為，這會讓人們的心靈被充滿很長一段時

間，也會用不到自願性注意力。小但是刺激豐富的地方 (i.e., 實體範疇小，但是

概念範疇大) 也可以讓人們經歷恢復，像是日本的小花園。相容性是指人的意圖

和環境之間的相容程度。環境必須搭配一個人企圖正要做的事或是想要做的事。

在相容的環境中，人們可以平穩地進行自己的活動，不會有困難。相容性有雙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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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涵，也就是說，環境必須提供使用者所需的資訊，人的意圖也必須符合環境

的要求。有些實證研究指出，在最喜愛的地方中，相容性元素是四個元素中最重

要的一個(Korpela et al. 2001)。此層面和人的自我最有關係。 

 

    Kaplan (2001b)將 ART 和發源於亞洲的沉思概念 (Meditation)做整合，提出兩

者之異同。恢復體驗與沉思的不同之處為，沉思相對於恢復體驗需要人們較為主

動的投入一些行為與技巧。沉思要進入到安靜的狀態是需要用到技巧的，這需要

經過訓練。恢復體驗通常則是在人們進入到一個恢復環境中就可以得到，相較而

言人們是處於一種比較被動接受的狀態。恢復體驗與沉思之相同之處都是要讓人

們恢復自願性注意力，且恢復體驗元素和沉思兩大訓示 (Mandates)之間有些關聯

之處。沉思的兩大訓示為，第一，避免招引出令人心煩的認知模式 (Avoid Calling 

on Tired Cognitive Pattern)，第二，避免不必要的心力花費 (Avoid Unnecessary 

Effort)。恢復體驗中的逃離 (Being Away)，指的是暫時逃離 (Escape)，這呼應訓示

一-避免叫出令人心煩的認知模式。但是要達到訓示一的狀態，除了透過暫時逃離，

也可以參考沉思中轉換心境 (Change Contents)的方式，亦即當一個任務做到厭煩，

可以去做一個不一樣的任務，追求活動的平衡性 (Balance)。第二個訓示-避免不

必要的心力花費，是呼應了恢復體驗中的迷戀、延伸性與相容性面向。一個環境

若具有迷戀、延伸性與相容性，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心力花費。由上比較可知，

沉思相對於恢復體驗多了一個轉換心境的面向。轉換心境之所以可以恢復自願注

意力的理由為轉換心境去做另外一個和原本很不一樣的任務時，會使用到區域抑

制機制(Regional Inhibition)。區域抑制機制是負責某個特定領域的，Kaplan (2001b)

指出當人們進行任務時會先使用區域抑制機制，讓他們專心在任務上，但是區域

抑制機制維持時間不長，一旦疲乏，就會開始使用一般的抑制機制，也就是自願

注意力。人們可以透過任務的轉換，如此就可以在任務一的區域抑制機制疲乏時，

轉換到另外一個任務使用任務二的區域抑制機制，這樣就不會用到自願注意力。

因此，當人們自願注意力疲乏時，還是可以做一些不討喜但是重要的事情，只要

那些事情的內容和原本做的很不同。轉換心境的觀點和 ART 的主要差別在於前者

仍在做費力氣的活動(不討喜但是很重要)，而後者做的活動是不費力氣的(有趣新

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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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plan (2001b)進一步對延伸性及相容性面向做了更多的說明。延伸性是指實

體或概念環境中到疆界的距離 (Distance to A Boundary)，包含一致性與範疇，都

與認知地圖 (Cognitive Maps)(又稱心智模式 (Mental Models))概念有關，認知地圖

可以使人在一個環境中預期可能會發生的事情以及讓人了解如何處理這些事情，

而不用保持警戒或小心翼翼的心態。一致性環境中的事物是相對有組織、可預測

及可以理解的，因此人們會較為容易地建立與使用認知地圖。一個環境若無範疇

性，則人們必須不斷地更換認知地圖。從恢復的角度來看，長時間使用單一認知

地圖是理想的。就相容性而言，若環境不具有相容性，就會讓人們使用到心力(自

願性注意力)。Kaplan (2001)提出了四種相容性，動機相容(Motivation Compatibility)、

資訊相容(Information Compatibility)、心智模式相容(Mental Model Compatibility)與

能力相容(Competence Compatibility)。動機相容是指人們的意圖和環境的要求有搭

配，人們可以在環境中做自己要做的事，環境不會阻礙人們的意圖，環境不會要

人們做他們不想做的事。資訊相容是指環境提供人們所需的資訊以滿足他們的意

圖。心智模式相容性是指環境中讓人使用到簡單-複雜認知地圖(心智模式)的程度。

在高度相容的環境中，一個人可以根據直覺採取行動，使用單一的心智模式即可；

在低度相容的環境中，一個人必須不斷地檢視自己行為的適當性以及自己所說的

話是否是合乎場合，這樣就會用到多個心智模式，會比較耗費自願性注意力。能

力相容是指一個人願意實行環境中要求的活動，且他的能力可以達到環境要求的

水準。經過 Kaplan (2001b)修正後的 ART，相較於之前的版本(i.e., Kaplan 1995)，

主要是在相容性面向做了更清楚的細分，分為心智、能力、動機與資訊相容四種。 

 

    根據上述恢復體驗構面定義提出概念上有疑慮之處。第一，過程迷戀的概念

定義上不清楚。Kaplan (1995)在描述過程迷戀時並無正式定義而是以例子來說明

之，這些例子的共同點為過程迷戀發生於人們從事有趣的活動時，此時人們是用

到非自願注意力而處於不費力的狀態，又會沉浸在活動中。然而，根據 Rainisio 

and Inghilleri (2013)所說，過程迷戀概念類似心流經驗，因此過程迷戀的定義應也

會有心流經驗的特性，也就是專注與沉浸。有鑑於此，本研究整合心流的文獻，

企圖將過程迷戀作個較完整的定義。第二，延伸性面向在定義上似乎不是恢復體

驗本身而是其前置因素。恢復體驗的延伸性面向和心智模式相容性之間關係密切，

因為都有提到認知地圖的使用 (Kaplan 2001b)。仔細地檢視概念定義得知，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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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面向 (包括範疇性與一致性)應為心智模式相容性的前置因素。心智模式相容性

與一個人使用心智模式的程度有關，使用愈多心智模式就會無法讓人轉換到不費

力的非自願模式。一個環境中的事物若具有足夠的範疇與一致性，就會讓人們比

較不會用到很多心智模式，具有心智模式相容性。因此，延伸性面向可能不是恢

復體驗本身，而是恢復體驗的前因，這有待釐清。第三，相容性子構面間的定義

重疊性。恢復體驗中的相容性面向在概念上可以分為動機相容、資訊相容、心智

模式相容以及能力相容四個面向。從概念定義看來，動機相容與資訊相容很類似，

都是指環境是否能滿足人們的特定意圖。動機相容是指人們在環境中是否能做他

要做的活動，資訊相容是指人們在環境中是否可以取得他要的資訊，動機相容在

概念上可以說是涵蓋資訊相容，因為資訊相容所指的活動是和資訊取得有關。能

力相容則和動機相容有區別，因為有動機去做事情不代表有能力去做。心智模式

相容性則是指人們在環境中會不會做多餘的思考，是反映心理思考狀態的複雜性。

心智模式相容和動機相容與能力相容應有高度相關。當一個人有動機不相容、能

力不相容時，同時應該在心裡面會產生多餘思考而有心智模式不相容。經由上述

關於相容性的探討，本研究認為恢復體驗的相容性面向可以分為三個面向，一為

動機，一為能力，一為心理層面。 

 

    恢復體驗在文獻中並無正式定義，文獻中只有針對恢復體驗的子構面加以定

義，本研究企圖根據 ART 理論、PR 理論、恢復體驗子構面的定義反映的東西來

定義恢復體驗。本研究定義恢復體驗為『人們因為環境或活動的因素而感到有趣、

安心，進而重新得力的過程』。重新得力是指人們心境上的更新: 從一個心靈疲勞

的狀態轉換到一種能量滿滿的狀態。ART 理論指出環境讓人覺得有趣(Interesting)

就會讓人轉換到非自願模式，進而恢復疲勞的心靈。當人們處於心靈疲勞時，只

要轉變使用注意力的方式為非自願模式，就可帶來自願注意力的恢復，解除心靈

疲勞。該理論指出環境讓人覺得有趣讓人有熱情，就會讓人使用非自願注意力。

PR 理論進一步可以補 ART 的不足，因為它指出另外一種讓人轉換到非自願模式

的途徑。該理論指出環境讓人覺得有安全感、不具威脅，就可以讓人轉換到非自

願模式，處於放鬆。恢復體驗子構面中，內容迷戀及過程迷戀都反映了環境帶給

人的趣味感。內容迷戀是指環境中的人事物讓人覺得很有趣，過程迷戀則是指人

們參與一個活動得到享受與沉浸感。相容性各面向則反映了環境帶給人的安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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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感。動機相容是指在環境中的自由自在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能力相容是指在

環境中所做的事情在人的控制下。一致性面向亦反映了環境帶給人的安心感，在

一個元素間搭配得宜的環境比較不會讓人不安。暫時逃離則會讓人暫時安心，因

為從煩人事務中暫時逃脫。暫時逃離面向亦與迷戀、相容性有相關，因為環境若

帶給人迷戀就會讓人忘掉很煩的事情(Kaplan 1995)。和朋友聊天若讓人覺得有趣

所以會讓人暫時不用去想到課業工作。當人們有動機、能力與心智相容，就會陷

入心流，忘掉煩惱事(Rainisio and Inghilleri 2013)。 

 

二、恢復體驗的子構面與非自願注意力的關係 

ART 主張一個人處於非自願的模式就可以恢復自願注意力，解除心靈疲勞的狀

態(Kaplan 1995)。然而，恢復體驗的構面中，Kaplan and Kaplan (1989)、Kaplan 

(1995)只有指出迷戀會讓人用到非自願注意力，對於其他恢復體驗的構面與非自

願注意力的關係則沒有清楚的解釋。因此，本研究引用相關研究嘗試解釋所有恢

復體驗構面與非自願注意力的關係。 

 

(一) 迷戀面向與非自願注意力 

迷戀可以分為內容迷戀與過程迷戀。內容迷戀是指環境中的人事物被知覺為具有

直接迷人的屬性(Laumann et al. 2001; Kaplan 1995)；過程迷戀是指人們在環境中

從事一件具有直接迷人屬性的活動，展現出的沉浸、享受感。內容迷戀是被動的

接收環境刺激產生的感受，過程迷戀則是人們主動投入環境中的活動產生的感受。

以下將分別說明內容迷戀與非自願注意力之間的關係以及過程迷戀與非自願注意

力的關係。 

 

    內容迷戀與非自願注意力的關係在 ART 中沒有清楚的解釋。內容迷戀的定義

呼應了注意力心理學中有關非自願注意力的說法。James(1892)指出其中一種非自

願注意力的類型為立即性的感官形式(Immediate Sensorial)，意即外部刺激立即引

發人們感官上的興趣，這種刺激像是移動的、閃亮的、血腥的、可愛的事物。

Ribot(1896)指出非自願注意力的引發是當人們經歷他們感興趣、有熱情、讓人感

到愉快的事物(Ribot 1896)。Eimer et al. (1996) 指出非自願注意力是由環境引發的，

特定的非自願注意力(Specific Involuntary Attention)是指環境中的事件特性吸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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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自願的注意力，之所以會吸引是因為事件的特性搭配了人們心中潛伏的願望、

慾望與興趣。相關的例子像是帥哥、哭泣的嬰兒會吸引媽媽、看起來很好吃的食

物會吸引飢餓的人。以上注意力心理學文獻指出內容迷戀與非自願注意力的關係。 

 

    過程迷戀與非自願注意力的關係，ART 中並沒有提供解釋。注意力心理學、

心流經驗的文獻可以協助解釋過程迷戀與非自願注意力的關係。Rainisio and 

Inghilleri (2013)指出 ART 提到的過程迷戀與心流經驗之間很有關係。過程迷戀下

人們會被活動自然而然吸引，這種專注暗示著個人能力與環境挑戰的搭配，這是

心流經驗的主要構面。心流經驗是指人們在進行活動時展現出一種知覺的任務-能

力平衡、強烈的控制感、全神貫注、自覺感消失、時間感扭曲，是一種不費吹噓

之力的經驗(Csikszentmihalyi 1990)。心流經驗下，即使進行活動是目標導向的，

但是因為進行該活動時是不費力的，因此人們是用到非自願注意力。以下注意力

心理學的文獻亦說明非自願注意力與心流經驗之間的關係。James (1892)指出其他

形式的非自願注意力，分別為立即的心智形式(Immediate Sensorial)、延伸的感官

形式(Derived Sensorial)與延伸的心智形式(Derived Intellectual)，在這三種形式下，

人們做事情是不費力的。立即的心智形式指的是人們進行有趣的思考，像是白日

夢。延伸的感官形式是指外在事件可以連結到人們既有的知識與經驗，這裡像是

人們進行一項熟悉的活動。延伸的心智形式下人們進行一項心智活動，很順利的

進行，並感到趣味，像是講師講課愈講愈起勁，忘掉了自己身體上的疼痛。其中，

延伸心智形式的非自願注意力和心流經驗所提到的狀態最為類似。Ribot (1896)提

到人們用非自願注意力時會是處於所有感官被刺激物捕捉的狀態，這種狀態類似

心流經驗中提到的全神貫注、自覺感消失。Ribot (1896)進一步提到當人們做一件

事是為了其本身的緣故(內在原因(Intrinsic Reasons)，像是有趣、求知)，就會用到

非自願性的注意力，這呼應 Csikszentmihalyi (1990)在心流經驗中提到的”自成目

標(Autotelic)”的經驗。心流經驗就是一種自成目標的經驗，亦即人們進行一個活

動並不是因為未來期望會得到什麼外在的利益，而只是因為做那個活動本身就是

報償。因此，可知心流經驗下會用到非自願性的注意力。Kahneman (2011)指出人

們在心流狀態時是不費力的在做事情，此時不用刻意的用意志力專注(自願注意

力)，人們自然而然就會專注，這時是用到非自願注意力。Goleman (2013)指出沉

浸在一個令人放鬆的(不費力)活動，也會讓人用到非自願注意力，可以讓自願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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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得到喘息，然後恢復。以上注意力心理學的文獻指出心流經驗下人們會使用到

非自願注意力。由於過程迷戀與心流經驗的概念具有相關性，都是一種不費力地

進行活動的經驗(Rainisio and Inghilleri 2013)，又非自願注意力是一種不費心力的

注意力(James 1892)，因此過程迷戀下人們應是用到非自願注意力。 

 

(二) 相容性與非自願注意力 

相容性可以分為能力相容、動機相容與心智模式相容。整體而言，Kaplan (2001b)

指出環境若達成三種相容性，則人們在該環境中是不費心力的。由於非自願性注

意力被定義為不費心力的注意力(James 1892)，相容性高的環境會引發非自願注意

力的使用。以下分別說明三種相容性面向與非自願性注意力的關係。 

 

    能力相容指的是環境的挑戰與個人能力之間的搭配(Kaplan 2001b)，這裡呼應

心流經驗的文獻。心流經驗常會發生在個人能力與活動挑戰搭配的時候，在此狀

態下人們將不費吹噓之力的進行活動(Csikszentmihalyi 1990)。由於非自願性注意

力被定義為不費心力的注意力(James 1892)，因此可知當環境被知覺為能力相容時，

人們將會使用到非自願性的注意力。 

 

    動機相容指的是人的意圖被環境滿足的程度(Kaplan 1995)。非自願性注意力

的文獻指出動機相容與非自願性注意力的關係。Ribot (1896)和 Eimer et al. (1996)

指出當環境可以滿足人們的傾向、需求、渴望時，人們會用到非自願注意力。心

流經驗的文獻亦指出動機相容與非自願注意力有關。當活動給予人們清楚的目標

與回饋，有助於心流經驗的形成(Csikszentmihalyi 1990)。亦即當環境讓人們清楚

知道自己的意圖被環境滿足的程度將會讓人們有心流經驗而使用到非自願注意力。

因此可知當環境被知覺為動機相容時，人們將會使用到非自願性的注意力。 

 

    心智模式相容指的是人們在環境中心智模式之簡單-複雜程度，簡單時人們可

以按照直覺行動，複雜時人們會做出多餘的思考(Kaplan 2001b)。心智模式相容的

概念和認知清晰度(Cognitive Clarity)有關(Rainisio and Inghilleri 2013)。認知清晰

是發生在環境資訊符合人們認知基模的時候(Kaplan 1983)，此時人們只需用到簡

單的心智模式就可以應付環境所需，這時是不費力氣的。心智模式相容也和心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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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有關。Csikszentmihalyi (1990)指出心流經驗中的人們在進行活動時是清楚他

們要怎麼做，要做什麼的，此時類似按照直覺般的行動，是不費力氣的。此外，

處於心流狀態的人們會暫時失去對自我的察覺(Csikszentmihalyi 1990)，因此不會

在意自己的行為適當性，在別人面前的表現等，因此心智模式相對而言較為簡單，

較不費力氣。以上文獻指出心智模式相容時，人們因為處於較不費力的模式，因

此會用到非自願注意力。 

 

    由以上文獻討論可知，恢復體驗的面向中，內容迷戀、過程迷戀、動機相容、

能力相容與心智模式相容和非自願性注意力有關係。ART 中雖指出迷戀與非自願

注意力有關，但是沒有清楚解釋之，因此本研究嘗試引用注意力心理學與心流經

驗的文獻解釋之。此外，除了解釋迷戀與非自願注意力之間的關係外，本研究經

由回顧注意力心理學以及心流經驗的文獻，額外指出相容性也和非自願注意力的

使用有關。值得注意的是，經由廣泛的回顧注意力心理學及心流經驗的文獻，皆

無指出恢復體驗中的暫時逃離(Escape)與延伸性(Extent)面向和非自願注意力之間

有關係。延伸性面向和非自願注意力無關，因此可能不是恢復體驗的面向之一，

這呼應了 Han (2007)、Rosenbaum et al. (2014)等學者的說法。他們認為恢復體驗

中並沒有包含一致性面向，此面向為延伸性的一環。此外，雖無文獻指出暫時逃

離與非自願注意力的關係，但有文獻指出暫時逃離是注意力恢復的機制(見 p. 8 的

說明)。將以上有關恢復體驗子構面與非自願注意力的關係彙整於表 2-1。 

 

三、服務環境下的恢復體驗面向 

在服務環境中，可能會有的恢復體驗面向討論如下。顧客在服務環境中有可能會

經歷暫時逃離與新奇。星巴克將自己定位為工作與家庭之外的第三地，星巴克的

顧客覺得星巴克裡面與外面是兩個世界，到了裡面可以隔絕煩人事務，並做一些

不一樣的活動 (Venkatraman and Nelson 2008)。麥當勞的年輕人會覺得那裡面是下

課後休息的好地方 (Watson 1997)。體驗經濟時代書籍中有提到服務業中的顧客體

驗包含暫時逃離的面向 (Pine and Gilmore 1999)。顧客在服務環境中也可能會經歷

到內容迷戀與過程迷戀。體驗經濟時代中有提到服務業中顧客體驗應該具有美學

性與好玩性 (Pine and Gilmore 1999)，美學性呼應了內容迷戀而好玩性則呼應了過

程迷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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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恢復體驗子構面與非自願注意力的關係彙整 

恢復體驗子構面 和非自願注意力的關係 注意力心理學、心流相關文獻 
內容迷戀 環境中具有直接迷人屬性的事

物引發 
Eimer et al. (1996) 、 James 
(1892)、 Ribot (1896) 

過程迷戀 過程迷戀和心流經驗有關，心流

為不費力的狀態 
Csikszentmihalyi (1990) 、

Goleman (2013)、James(1892)、
Kahneman (2011)、Rainisio and 
Inghilleri (2013) Ribot (1896)  

暫時逃離 並無相關文獻指出逃離和非自

願注意力的關係，但有文獻指出

逃離為注意力恢復的機制 

Herzog et al. (1997)、 Kaplan 
and Kaplan (1989)、 Korpela 
and Hartig (1996) 

動機相容 當環境可以滿足人們的傾向、需

求、渴望時，人們會用到非自願

注意力 

Eimer et al. (1996) 、 Ribot 
(1896) 

能力相容 當個人能力與活動挑戰搭配的

時候，在此狀態下人們將不費吹

噓之力 

Csikszentmihalyi (1990) 、
Kaplan (2001)  

心智模式相容 和認知清晰度有關，當環境資訊

符合人們認知基模時，人們只需

用到簡單的心智模式就可以應

付環境所需，是不費力氣的 

Csikszentmihalyi (1990) 、
Rainisio and Inghilleri (2013)  

延伸性 並無相關文獻  
 

此外，Griffiths and Gilly (2012)指出設計精美的服務場景(內容迷戀)會吸引顧客進

到裡面產生『佔地行為』 (Customer Territoriality Behavior)並享受在自己的小空間

中 (過程迷戀)。體驗行銷強調服務業者建構顧客體驗時應該要追求體驗的豐富性

與一致性 (Schmitt 1999)，這呼應了恢復體驗中的範疇與一致性面向。恢復體驗的

相容性面向主要是指環境和個人應該要有搭配 (Person-Environment Fit)，這在

Bitner (1992)的服務場景概念性文章中有提到，彙整如下: 理想上，服務場景的設

計應該要滿足顧客的偏好或需要，明確而言，服務場景可以幫助或是阻礙每個顧

客來到服務場景的計畫或目標，在設計服務時，也需考量人們的能力與限制，賣

方需要定義出服務場景中相容的線索與不相容的線索，以增加顧客對服務場景的

喜愛。因此可知，服務場景的設計須考量到顧客的動機與能力，呼應了恢復體驗

中的動機相容與能力相容面向。雖然 Bitner (1992)說明在設計服務場景時，需考

量顧客的偏好與需求，但是似乎較少實證研究檢驗此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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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服務環境中可能會有的恢復體驗面向 

恢復體驗面向 服務業相關文獻說法 
逃離:  
暫時逃離與新

奇 

星巴克將自己定位為工作與家庭之外的第三地，星巴克的顧客

覺得星巴克裡面與外面是兩個世界，到了裡面可以隔絕煩人事

務，並做一些不一樣的活動 (Venkatraman and Nelson 2008) 
麥當勞的年輕人會覺得那裡面是下課後休息的好地方 
(Watson 1997) 
體驗經濟時代書籍中有提到服務業中的顧客體驗包含暫時逃

離的面向 (Pine and Gilmore 1999) 
迷戀: 
內容迷戀與過

程迷戀 

體驗經濟時代中有提到服務業中顧客體驗應該具有美學性與

好玩性 (Pine and Gilmore 1999) 
Griffiths and Gilly (2012)指出設計精美的服務場景會吸引顧客

進到裡面產生『佔地行為』並享受在自己的小空間中 
延伸性: 
範疇與一致性 

體驗行銷強調服務業者建構顧客體驗時應該要追求體驗的豐

富性與一致性 (Schmitt 1999) 
相容性: 
動機、能力與

心智模式相容 

服務場景的設計應該要滿足顧客的偏好或需要，也需考量人們

的能力與限制 (Bitner 1992) 
服務環境的設計需考慮與顧客需求的搭配  
(Harris and Ezeh 2008) 
人際型服務場景因為較為複雜，更需要重視服務場景的設計以

降低顧客在裡面的不適 (Bitner 1992) 

 

Harris and Ezeh (2008)的研究結果進一步支持服務環境的設計需考慮與顧客需求

的搭配。他們指出服務場景構面會以和顧客個人因素(e.g., 追求多樣的行為、知覺

犧牲)產生交互作用，去影響顧客的忠誠意圖。他們亦指出後續研究可以找出如何

讓服務場景更能有效地滿足顧客的需求。此外，Bitner (1992)也有提到服務場景的

複雜性構面，有些服務場景較為複雜，像是人際型服務 (如餐廳、旅館等)，這類

型的服務更需要重視服務場景的設計。Kaplan (2001b)提到複雜的環境中，元素較

多，更容易啟動人們使用較多元的心智模型去理解環境，此時心智模式相容性的

重要性會提升，由於本研究主要是針對人際型服務討論服務環境的恢復潛力，因

此心智模式相容性是重要的。經由以上文獻回顧與討論，在服務環境中，恢復體

驗的面向有暫時逃離、新奇、內容迷戀、過程迷戀、一致性、範疇、動機相容、

能力相容與心智相容。服務環境中可能的恢復體驗面向列於表 2-2。 

 

    值得一提的是，能力相容的重要性不是在每一個大自然環境或是服務環境都

是重要的。動態的大自然 (像是登山)相較於靜態的大自然環境 (看海)比較會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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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相容。動態的服務環境也比較重視能力相容，譬如，在滑雪場中顧客要有滑

雪的能力、在夜店需要有社交能力、在 KTV 需要有唱歌能力，可是在餐廳、書店、

咖啡廳、電影院、百貨公司、電玩遊樂場等場所中能力相容的重要性較低。 

 

四、恢復體驗的既有量表 

既有研究在概念化逃離這個面向時，都有包含暫時逃離 (Han 2007; Hartig et al. 

1996, 1997; Laumann et al. 2001; Pals et al. 2009)，但 Laumann et al. (2001)與 Pals et 

al. (2009)的逃離面向中除了暫時逃離外，還有一個面向叫做新奇 (Novelty)，被定

義為來到一個不同的實體環境，在裡面做一些平常不會去做的事情。新奇此面向

的定義包括兩個部分，一為換環境，一為活動的新奇感。換環境是屬於身體上逃

離熟悉環境的概念，屬於 Kaplan and Kaplan (1989)的逃離概念範疇。活動新奇感

則比較像是符合過程迷戀的定義，意指活動的趣味性。因此，新奇此面向因為包

括到逃離與過程迷戀面向，容易產生不同恢復體驗構面間無法區別的問題。 

 

    經由文獻回顧，恢復體驗的相容性面向應有動機相容、能力相容與心智模式

相容三個面向。過去實證研究專注在動機相容與能力相容 (採用 Hartig et al. 1996; 

Laumann et al. 2001 量表的學者們)，心智模式相容性被忽略。過去研究在相容性

上皆有區別效度不良的問題。即使 Pals et al. (2009)有將所有的相容性面向考慮發

展新的量表，但是該量表最後卻因為相容性面向和其他恢復體驗面向無法區別，

而將此面向捨去，且該研究只在動物園的兩個園區做，應在更多元的環境下檢驗。 

 

    過去實證研究似乎將重點放在內容迷戀，沒有放在過程迷戀上面，這可能是

因為大自然的環境中大自然本身的吸引力產生的恢復力比較重要。然而，由於過

程迷戀在也是屬於迷戀的概念範疇，忽視掉此面向可能會使迷戀的概念定義不完

整。由於在大自然中除了欣賞大自然美景之外，人們也會從事一些活動，因此活

動產生的趣味感應有助於人們轉換到放鬆的模式並恢復自願注意力。因此，本研

究認為過程迷戀的面向需要被正式列入恢復體驗的衡量中並須要清楚定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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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注意力恢復理論 (ART) 相關資訊 

ART 主張 若要讓人們在一個環境中經歷自願性注意力的恢復、解除心靈疲勞，

環境必須要讓人們轉換到使用非自願注意力的模式 (Kaplan 1995) 
ART 構面 逃離: 暫時逃離 (Kaplan and Kaplan 1989; Kaplan 1995; Kaplan 2001b) 

迷戀: 包括內容迷戀與過程迷戀 (Kaplan and Kaplan 1989; Kaplan 
1995; Kaplan 2001b)兩個子構面 

延伸性: 包括範疇與一致性 (Kaplan and Kaplan 1989; Kaplan  1995; 
Kaplan 2001b)兩個子構面 

相容性 : 包括動機相容性  (Kaplan and Kaplan 1989; Kaplan 1995; 
Kaplan 2001b)、能力相容性 (Kaplan 2001b)與心智模式相容性 
(Kaplan 2001b)三個子構面 

ART 實證

研究缺乏

的構面 

過程迷戀與心智模式相容性 (本研究整理) 

ART 實證

研究尚未

釐清之處 

新奇與延伸性是否為恢復體驗構面本身 (本研究整理) 

 

    既有實證研究仍有些未達成共識之處。第一，新奇是否是恢復體驗的一環。

Laumann et al. (2001) 指出新奇和其他恢復體驗面向的相關甚低，並懷疑 

其是否是恢復體驗的一環，但是在 Pals et al. (2009)的量表中，卻認為新奇是恢復

體驗的一個面向，但其他恢復體驗面向有一定程度的相關。如同前述，新奇包括

換環境與活動新奇感兩個面向。文獻上也呈現不一致的說法。Kaplan (1995)指出

換環境不一定會帶來逃離感，因為 Kaplan (1995)指出心理上的逃離比身體上還有

效，身體上的逃離不一定是有用的。新奇面向呼應非自願注意力文獻的主張，亦

即新奇的事物會讓人用到非自願注意力(Eimer et al. 1996; Ribot 1896)，因此此面

向應被考慮在恢復體驗的範疇中。第二，延伸性面向是否是恢復體驗的一環。雖

然 ART 指出延伸性面向應包括範疇與一致性，但是既有實證研究都沒有包括範疇 

(e.g., Hartig et al. 1996, 1997; Laumann et al. 2001; Pals et al. 2009)，也有些研究指

出兩個面向都沒有 (e.g., Han 2007, 2010; Rosenbaum 2009; Rosenbaum et al. 2014)。

如同前述討論(p. 28)注意力心理學的文獻中並既沒有指出非自願注意力與延伸性

面向之間的關係，因此延伸性是否為恢復體驗的面向之一是令人懷疑的。既然既

有實證研究仍有些未達成共識之處，表示仍有待釐清及研究，本研究將在服務環

境的情境下檢驗新奇與延伸性面向是否為恢復體驗的面向。將整理過後的 ART 理

論與實證相關資訊放在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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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服務環境中的人際因素 

一、員工面向 

(一) 服務友誼 

關係行銷在今日愈來愈競爭的服務業中愈顯重要。服務的商品化帶來競爭優勢的

消失，服務業者若要創造競爭優勢其中一個方式就是和顧客發展長期關係(Yim et 

al. 2008)。發展長期關係就可以和顧客產生情感連結，更了解顧客的需要，以及相

對於對手可以更滿足顧客。服務業必須建立和顧客之間的長期關係，而不是只是

將與顧客的互動當成是一種交易而已，這種長期關係在服務人員與顧客的互動下

其中一種關係就是友誼關係。顧客和服務人員之間的友誼關係近來有愈來愈多的

研究 (Rosenbaum 2009b)，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友誼關係可以帶來顧客對於服務

店家的忠誠 (Bove and Johnson 2006)。服務人員和顧客之間的友誼關係在文獻中

用詞有多種，此種關係被稱為是商業友誼 (Commercial Friendship) (Price and 

Arnould 1999)、服務友誼 (Service Friendship) (Butcher et al. 2001)或是服務共享性 

(Service Communality) (Goodwin 1996)。 

 

  有關服務業中服務人員與顧客的友誼關係之定義討論如下。Goodwin (1996)

最早提出服務共享性的概念，即為服務人員與顧客的一種類似友誼的關係，在此

關係中雙方會有非任務導向 (和服務內容無關)的行為，像是對話、自我揭露與助

人行為。然而，Goodwin (1996)的服務共享性似乎較無後續研究延伸與採用。Price 

and Arnould (1999)經由深度訪談從服務人員、客戶雙方的角度探索友誼的本質。

商業友誼是一種會受到商業情境限制的友誼關係，該友誼只會存在於商業情境中，

在商業情境之外較少發生 (e.g.,雙方在路上遇到會裝作不認識)。商業友誼和人際

友誼的主要差別為商業友誼只會在商業情境中發生，另外就是商業友誼中的雙方

會經歷到工具性價值  (Instrumental Values)和自我表達價值  (Self-Expressive 

Values)之間的衝突。工具性價值和自我表達的衝突舉例而言就是雙方都會有像朋

友般地自我揭露行為，但同時也可能會想要利用友誼關係來得到利益，服務人員

可能會利用友誼關係來綁住顧客讓他們常常來惠顧，或是透過給予顧客社會支持

來換取他們的禮物與小費 (Rosenbaum 2009b)，顧客也會想要利用友誼關係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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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些額外的好處，譬如，得到折扣。Butcher et al. (2001)則修正 Price and Arnould 

(1999)的定義，將友誼定義為服務人員和顧客之間的社會親密度 (Social Closeness)，

並將此種友誼關係稱為是服務友誼。Butcher et al. (2001)之所以會對定義做出修正

是因為 Price and Arnould (1999)是在高度接觸的服務業情境中(i.e., 美髮廳)發展出

友誼的概念定義，該定義不一定可適用在其他高度或是中度接觸的服務業情境中。 

 

    有關服務人員與顧客友誼關係的構面性討論如下。Price and Arnould (1999)經

由深度訪談從服務人員、客戶雙方的角度探索友誼的構面性，結果發現服務人員

與顧客皆認為服務友誼包括自我揭露 (親密性)與互惠兩個部分。自我揭露是指服

務人員與顧客彼此都會揭露與自己有關的訊息，藉由這個過程彼此的親密度也會

增加，在這之中也會有彼此的社會支持。互惠是指服務人員與顧客彼此都會送對

方禮物、可以容納對方的需求與互相幫忙。雖然 Price and Arnould (1999)以為商業

友誼為多構面的，可是他們的因素分析結果卻顯示為商業友誼為單一構面的，亦

即自我揭露和互惠性兩個構面是高度相關無法區別的。後續學者皆將服務人員與

顧客的友誼關係概念化為單一構面-親密性 (Butcher et al. 2001; Han et al. 2008; Lin 

and Hsieh 2011)。本研究採用 Butcher et al. (2001)的服務友誼定義，將此友誼定義

為社會親密性，理由如下。第一，過去友誼的文獻也指出親密性是一個重要的核

心因素 (Fehr 1996)。社會滲透理論 (Social Penetration Theory)亦指出友誼的強度

可反映在親密度，親密度和自我揭露的深度與廣度有很大的關係 (Altman and 

Taylor 1973; Hays 1985)。第二，相較於其他定義，此定義後續有學者沿用並實證

之(Lin and Hsieh 2011)。第三，該定義能用在較多的服務業情境中檢驗，包括高度

接觸與中度接觸的服務業 (Butcher et al. 2001)。第四，該定義是從顧客的角度看

服務人員對顧客的友誼行為與顧客知覺他們之間的友誼關係，因此顧客比較可能

從此經歷到恢復體驗。本研究不使用 Price and Arnould (1999)的定義是因為該定義

是在一個高接觸的服務業(i.e., 理髮廳)發展出來，可能不適合用在其他服務業情

境中。本研究也不使用 Han et al. (2008)的定義，因為他們的定義強調顧客對服務

人員的友誼行為，卻沒有服務人員對顧客的友誼行為，在這樣的情況下，顧客比

較不會經歷恢復體驗。 

 

    商業友誼在高度接觸的服務業較容易發生，因為服務人員和顧客是受制於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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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的 (Captive)，他們之間必須長時間、近距離互動以有利於服務的提供 (e.g., 理

髮師與客戶、顧問與客戶、治療師與客戶、健身教練與客戶等)。除了在高度接觸

的服務業中友誼比較容易發生外，友誼在中度接觸的服務業 (e.g., 餐廳、銀行、

航空公司、咖啡廳等)也有可能發生，因為即使顧客和服務人員的互動時間較短，

服務員和顧客不用一直互動產生好的績效結果，但因顧客去中度接觸的服務業的

頻率較高，所以仍有可能發生友誼。友誼在低度接觸的服務業雖然有可能發生 (快

遞業服務員)，但是可以說案例非常少，因此目前未有人研究 (Goodwin 1996)。過

去友誼的研究主要是在高度接觸的服務業做，如理髮廳 (Butcher et al. 2001; Han 

et al. 2008; Lin and Hsieh 2011; Price and Arnould 1999)、天然療程 (Butcher et al. 

2001)、個人訓練中心、身體、按摩與芳香療程 (Lin and Hsieh 2011)、醫院以及旅

館 (Han et al. 2008; Lin and Hsieh 2011)。較少研究在中度接觸的服務業做，如咖

啡廳 (Butcher et al. 2001)、餐廳、航空公司、行動通訊公司與銀行 (Han et al. 2008)。 

 

    過去服務人員和顧客友誼關係的研究議題可彙整如下。大部分的研究著眼於

商業友誼與服務業的正面結果像是滿意度、忠誠度 (Butcher et al. 2001; Han et al. 

2008; Lin and Hsieh 2011; Price and Arnould 1999)與口碑意圖(Butcher et al. 2001; 

Han et al. 2008; Price and Arnould 1999) 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商業友誼可以建立

這些正面結果，這也顯示討論友誼在服務行銷上是有價值的。少數研究檢驗商業

友誼如何建立顧客忠誠。Han et al. (2008)提出了一個較完整的模式，解釋了友誼、

信任、滿意度、承諾與忠誠度之間的關係。Lin and Hsieh (2011)則檢驗友誼如何在

高度接觸的服務業情境中產生顧客順服 (Customer Compliance)，進而帶來服務業

正面結果。亦有研究致力於服務友誼的前置因素部分，可以得知服務人員的特性

與行為扮演重要角色。服務人員表達出高社交技巧 (Lin and Hsieh 2011)、友善 

(Price and Arnould 1999)是有助於友誼的建立。服務人員若展現服務的公平性 

(Han et al. 2008)、傳遞高服務品質的服務與高顧客導向行為 (Han et al. 2008)，也

是有助於服務友誼的建立。非常少研究檢驗服務友誼效果的調節因素。Han et al. 

(2008) 比較服務人員與顧客友誼關係在高度接觸與中度接觸服務業的重要性差

別，發現在高度接觸服務業中友誼的重要性是比處於中度接觸服務業重要的。他

們的研究檢驗商業友誼對信任、滿意度與情感承諾的影響，發現在高度接觸服務

業的情境下，九條路徑中有八條顯著，但是在中度接觸的服務業下，九條路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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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條顯著。此外，他們的研究發現商業友誼在高度接觸的服務業下會正向影響

信任與滿意度，但是在中度接觸的服務業下則沒有影響。即使如此，中度接觸的

服務業中友誼仍有討論的價值，因為不論是在高度或中度接觸的服務業情境下，

友誼都會影響顧客對於店家的情感承諾，進而產生正面的服務結果。有鑑於大部

分研究皆假設友誼能帶來服務業者正面結果，有少數研究則研究服務友誼的黑暗

面 (負面效果)。Bove and Johnson (2006)指出顧客如果和特定一位員工發展緊密的

關係，若員工離開或是調職，則顧客對員工的忠誠不一定可以轉換到顧客對店家

的忠誠。Rosenbaum (2009b)從服務人員的角度指出員工和顧客發展友誼關係，主

要是為了取得好處。員工給予顧客社會支持目的是為了得到顧客的小費和禮物。 

 

(二) 顧客導向 

顧客導向為關係行銷的概念核心 (Kohli and Jaworski 1990)。公司若實行顧客導向

經營哲學就會有較高的績效 (Donavan et al. 2004)。過去文獻主要是分為兩個層級

探討: 組織層級 (e.g., Homburg and Pflessor 2000; Kennedy et al. 2003; Kohli and 

Jaworski 1990; Rindfleisch and Moorman 2003)以及個人層級 (e.g., Brown et al. 1993; 

Hoffman and Ingram 1991)。組織層級的研究中主要是專注在市場導向(Market 

Orientation)，是行銷理論中的重要核心，主要可以分為資訊處理 (e.g., Kohli and 

Jaworski 1990)以及組織文化兩種觀點 (e.g., Narver and Slater 1990)。顧客導向從

公司的層級而言就是指公司的活動專注於滿足現有及潛在的顧客需求 (Hennig-

Thurau and Thurau 2003)。個人層級的研究主要是討論員工與顧客間的人際接觸，

主要是指員工幫助顧客的能力或是員工與顧客之間的關係品質。本研究主要是採

用個人層級的顧客導向，因為根據轉換型服務研究學者的主張，由於服務是以顧

客中心的，服務是體驗，是和員工和顧客共創的，因此員工在促進顧客的幸福感

上扮演較直接且重要的角色 (Ostrom et al. 2010)。 

 

    在個人的層級，員工顧客導向在個人銷售 (Personal Selling)領域 (e.g., Brown 

et al. 1991; Kennedy et al. 2002; Saxe and Weitz 1982)與服務行銷領域 (e.g., Brady 

and Cronin 2001; Brown et al. 2002; Hennig-Thurau and Thurau 2003；Hennig-Thurau 

2004)都有被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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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個人銷售領域，銷售人員顧客導向被定義為銷售人員實行顧客導向銷售的

程度。銷售人員進行銷售時若有在實踐行銷概念，避免銷售概念，就是在進行顧

客導向的銷售 (Saxe and Weitz 1982)。行銷概念為組織企圖以提升顧客滿意度為

其努力目標；銷售概念則是組織企圖刺激消費者對其產品服務的需求。銷售人員

顧客導向是指在衡量銷售員銷售時顧客導向的程度。當銷售員有顧客導向，他應

該會有以下的行為。第一，想要幫助顧客做出滿意的購買決策。第二，幫助顧客

評估需求。第三，提供產品滿足顧客需求。第四，適足地 (Adequately)描述產品服

務。第五，避免欺騙或是操弄式的銷售技巧。第六，避免使用高銷售壓力。銷售

員顧客導向和銷售導向比較如下: 第一，銷售員顧客導向專注於長期顧客滿意度；

銷售導向則專注於公司短期銷售量的提升，但可能會犧牲顧客的利益。第二，銷

售員顧客導向是站在顧客的角度思考，是他人導向的思維；銷售導向則是站在銷

售員自己的角度思考，是自我導向的思維。過去銷售人員顧客導向的研究專注在

發展銷售人員銷售導向顧客導向 (Sales Orientation Customer Orientation (SOCO))

量表，該量表可以被實務業者運用來評估銷售人員實行關係銷售的程度。 

 

    在服務行銷領域，顧客導向被稱為服務人員顧客導向 (Customer Orientation of 

Service Employees (COSE))，其被定義為服務人員在與顧客的個人互動中實行滿足

顧客需求行為的程度 (Hennig-Thurau and Thurau 2003；Hennig-Thurau 2004)。

COSE 是由三個構面組成-動機、技巧與自我察覺的決策權，這三構面都是在滿足

顧客需求 (Hennig-Thurau and Thurau 2003)。技巧構面可以再細分為技術技巧與社

交技巧 (Hennig-Thurau 2004)。各構面的定義如下。動機構面是指服務人員對於顧

客導向的行為及其可能導致的後果有正面的態度，服務人員覺得自己是有能力可

以實行顧客導向的行為，並期待致力於顧客導向的行為可以得到想要的結果。技

術技巧是指員工在所有的服務接觸點為了要傳遞符合顧客需要的服務所需具備的

知識、專業、能力。社交技巧為員工在服務互動中有能力可以理解顧客的觀點並

藉由採取符合那個理解的行動來展現社交性。自我察覺的決策權是指員工覺得自

己有權力根據顧客的利益與需要做決策，無須進一步請示上級。 

 

    本研究採用 SOCO 學派的主張與定義，不採用 COSE 學派，因為 SOCO 學派

中員工顧客導向的行為包括顧客導向與銷售導向，而 COSE 學派只關注顧客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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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SOCO 相較而言比較完整，且在服務業的情境下，員工也會有對顧客施

加銷售壓力的行為。即使硬性銷售 (Hard Sell)會讓顧客不高興，硬性銷售在競爭

的市場中是很普遍的，因為它能給店家帶來獲利 (Chu et al. 1995)。在服務業中，

造成顧客轉換服務店家的第二名因素為服務遭遇的失敗  (Service Encounter 

Failure)，裡面就有包含服務人員不聽顧客需求的行為 (Keaveney 1995)，硬性銷售

就是這樣的行為，因此可知硬性銷售在服務業中也是個普遍讓顧客不高興的原因。 

 

    過去個人層級顧客導向的研究可以分為態度與行為面向。大部分研究是專注

於行為面向，非常少研究是討論態度與行為兩個面向 (Stock and Hoyer 2005)。本

研究定義顧客導向為員工的行為面，理由是因為員工的行為相較於態度對於顧客

的影響比較直接 (Stock and Hoyer 2005)，如此較能直接給顧客帶來恢復體驗。根

據過去研究，顧客導向行為的研究主要可以分為三種，顧客導向的前因、後果以

及衡量，分別討論如下。 

 

    顧客導向的前因與後果相關研究在個人銷售領域與服務行銷領域的文獻中都

有討論，簡單彙整如下。顧客導向行為對服務結果的影響端看服務結果是屬於顧

客行為變項或是銷售績效指標而定。就顧客行為變項而言，過去文獻指出顧客導

向行為會帶來較高的顧客知覺服務品質、顧客對整體服務的評價 (Berry 1980; 

Daniel and Darby 1997)、顧客滿意度 (Kim and Ok 2010)、再購意圖 (Kim and Ok 

2010)與銷售人員態度與產品態度 (Homburg et al. 2011)，較低的轉換供應商傾向 

(Jones et al. 2003)。然而，顧客導向行為對於銷售績效的影響而言是不明顯的 

(Niraj et al. 2001)。Homburg et al. (2011)指出銷售人員顧客導向對財務績效的影響

為倒 U 型，存在一個最適當的顧客導向水準，他們的研究亦釐清了顧客導向行為

對財務績效為非線性的影響，但是對顧客態度則有線性影響。工作滿意度 (e.g., 

Bateman and Organ 1983; Hoffman and Ingram 1991)、領導者行為 (Jones et al. 2003)、

組織控制 (Joshi and Randall 2001)、公司市場導向 (Jones et al. 2003)、個人特質 

(Brown et al. 2002)、員工情感 (Peccei and Rosenthal 1997, 2000)、員工顧客導向態

度 (Stock and Hoyer 2005)、銷售員與顧客的相似性 (Tadepalli 1995)皆為顧客導向

行為的前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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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SOCO 量表過去研究整理 

文獻 評分者 評分對象 回應尺度 問項個數 

Saxe and 
Weitz (1982) 

銷售員自評 一般銷售員，

無特定銷售員 
9 點，有多少

比例的銷售員 
24 

Michaels and 
Day (1985) 

買方評，美國工業

採購人員 
一般銷售員，

無特定銷售員 
9 點，有多少

比例的銷售員 
24 

Dunlap et al. 
(1988) 

房地產買方與經紀

人 
一般銷售員，

無特定銷售員 
5 點，有多少

比例的銷售員 
24 

Brown et al. 
(1991) 

買方評，零售消費

者評分 
一般銷售員，

無特定銷售員 
6 點，有多少

比例的銷售員 
24 

O’Hara et al. 
(1991) 

銷售員自評，廣告

及工業產品銷售員 
一般銷售員，

無特定銷售員 
9 點，有多少

比例的銷售員 
18 

Howe et al. 
(1994) 

保險銷售專員自評 一般銷售員，

無特定銷售員 
7 點，有多少

比例的銷售員 
24 

Tadepalli 
(1995) 

工業採購專家評分 最近一次購物

情境中特定某

位銷售人員 

7 點，李克特 
非常不同意-
非常同意 

21 

Sigauw and 
Honeycutt 
(1995) 

資訊及形象管理業

銷售人員自評 
一般銷售員，

無特定銷售員 
9 點 24 

Thomas et al. 
(2001) 

關係銷售員、管理

者、顧客評分，企

業對企業市場 

最近一次經

驗，某一位銷

售人員 

9 點，李克特 10 

 

    顧客導向的衡量部分，Saxe and Weitz (1982)首次發展銷售導向顧客導向

(SOCO)量表從銷售員自評的方式來衡量銷售人員顧客導向，認為銷售導向和顧客

導向為相反的概念。後來的研究主要是將該量表用在不同的情境中，並對量表做

出修正或精簡，請見表 2-4。過去研究的結論指出 SOCO 量表的可用性高，因為

因素結構穩定(兩個相關可區別的因素)且信度是可接受的。此外，過去顧客導向的

研究多在企業對企業的情境中做，較少在企業對顧客的情境中做。雖多數文獻將

銷售導向視為是顧客導向的反面，並將銷售導向的分數反向計分後與顧客導向分

數合併成一個顧客導向的分數。文獻中亦顯示 SOCO 進行因素分析時會被分為兩

個因素(Saxe and Weitz 1982; Thomas et al. 2001)，且亦有文獻分開檢驗顧客導向、

銷售導向與顧客滿意度的關係(e.g., Goff et al.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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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顧客面向 

Brocato et al. ( 2012)定義“其他顧客”為那些和顧客處在同一個服務環境中且顧

客不認識的顧客。顧客和這些其他顧客不一定要互動。這個定義和 Argo et al. (2005)

與 McGrath and Otnes (1995)之主張一致。人們可以共存於商業設施裡面，但是不

用涉入於彼此的行動。以下將回顧服務業行銷中有關其他顧客面向的主要研究流

派(服務場景社會面向、顧客與顧客互動與顧客不良行為)，然後再找出其他顧客面

向較重要且較有可能影響恢復體驗的前置因素。 

 

(一) 服務場景社會面向之研究 

服務場景社會面向研究主要關注在服務環境中其他人對顧客的影響。Rosenbaum

等人的研究開了此研究典範，他們主張服務場景中的社會及人性元素可以提升顧

客的幸福感 (Rosenbaum 2006)。Rosenbaum et al. (2007) 指出消費者會因為想要獲

得其他顧客的社會支持資源 (情緒性、陪伴與工具性社會支持)而會對第三地的服

務場景 (Third Place Servicescape)產生依附，這樣是有助於健康上的提升。 

 

    Rosenbaum 在小餐館的情境中針對年齡介於 37-86 歲的家庭主婦與老人顧客 

(Rosenbaum et al. 2007)以及在電玩遊樂場及健身俱樂部的情境中針對青少年 (16-

20 歲) 顧客、中等年齡的成年顧客做了實證研究 (Rosenbaum 2008)，結果發現服

務場景中顧客間社會支持會正向影響地方依附，顧客間社會支持可以提升顧客知

覺凝聚力 (Perceived Cohesiveness)。Rosenbaum et al. (2007) 和 Rosenbaum (2008) 

的研究皆主張服務場景中的其他顧客與顧客之間的互動是有助於顧客的健康的，

但這之間的關係沒有直接實證，因為沒有直接使用代表顧客健康的構念(e.g., 幸

福感)，此關係仍值得進一步檢驗之。 

 

    服務場景中其他顧客的行為亦可能會降低顧客在服務場景中進行互動的可能，

進一步阻礙顧客得到幸福感。Griffiths and Gilly (2012)以質性研究法在星巴克咖啡

廳中探索顧客佔地行為 (Customer Territorialiy Behavior)的現象。顧客佔地行為主

要是透過標記 (Marking)達成，顧客運用標記來告知其他顧客的侵入是不受歡迎

的。該研究亦有提到服務場景可以被顧客當成是家。把服務場景當成家的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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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展現令人不舒服的行為，譬如洗頭、大聲和朋友講話、改變菜單。以上這

些行為都會讓人不想久待在服務場景中，降低社會互動的可能，進而讓顧客無法

取得社會支持資源而得到健康上的提升。 

綜上所述，服務場景中的其他顧客行為對顧客健康的提升上，可能是有幫助的，

但此關係尚未被檢驗。 

 

(二) 顧客與顧客互動之研究  

顧客與顧客互動一直以來是服務業者所忽略的議題，主要是因為業者認為顧客與

顧客的互動比較難被控制。然而，Martin and Pranter (1989)提出顧客相容性管理的

概念，他們認為服務業者不是不能控制顧客與顧客之間的互動，而是他們不主動

去做。他們指出服務業者必須主動管理服務環境中顧客與顧客之間的互動，因為

這會影響到顧客對服務店家的評價。服務業者可以做的相容性管理方法如下。第

一，有個清晰的定位。第二，在服務環境中將同類型的顧客放在一起，不同類型

的顧客分開。第三，運用實體環境來促進顧客正向的互動。第四，使用人際技巧

或是事件 (辦迎新活動)來強化相容性。第五，訓練前線服務人員人際技巧讓他們

有能力處理顧客間的衝突與促進顧客間正向互動的發生。第六，獎勵展現相容性

行為的顧客，讓該行為可以持續。第六，透過訪問顧客得知可能的相容與不相容

行為有哪些，並加以預防。因此，顧客與顧客之間的互動也是可以被服務業者控

制的。近期的文獻也指出其他顧客是有影響力的。Nicholls (2010)的文章結論指出

顧客與顧客互動逐漸成為主流研究。Brocato et al. (2012)實證指出其他顧客對於服

務後果的影響力是明顯的，其研究模式中已控制了服務品質的影響力。 

 

    Martin and Pranter (1989)指出其他顧客互動的影響力並不是在每一種服務環

境中都是重要的。只有當顧客必須和其他顧客共享服務環境時，顧客相容性管理

才會是個重要的議題。共享服務環境的情境像是餐廳、大眾運輸服務、購物中心

商場、游泳池、電影院、酒吧等等。相容性管理在以下的情境中是重要的。第一，

顧客彼此之間實體距離接近。第二，顧客之間有可能進行言語的互動。第三，顧

客會參與很多不同類型的活動。第四，服務環境吸引了不同類型的顧客。第五，

核心的服務和相容性有關，譬如提供男女配對的服務。第六，顧客偶然必須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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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服務。此外，在必須要和別人共享服務環境的情境中，如果遇到了尖峰時刻

或是服務業者為了經濟考量讓顧客靠近（如：併桌）的作法，都會讓顧客相容性

管理的重要性提升。 

 

    過去研究多以質性方法找出其他顧客行為的分類。Martin and Pranter (1989)指

出可分為相容的行為與不相容的行為，前者是造成顧客對服務經驗滿意的因素，

後者則為造成不滿意的因素。相容的行為像是人們看起來有個愉快的時光、其他

顧客有適當的穿著、其他顧客是友善的、放鬆的、其他顧客是態度好有禮貌的、

其他顧客和自己之間有明顯的背景與生活型態的相似性。不相容的行為像是嬰兒

的哭聲、小孩沒有規矩、抽菸、態度粗魯、穿著不適當、擁擠的環境、空蕩蕩的

環境、其他顧客插隊、其他顧客搶了我的停車位、鬧哄哄的講話、吵架的家人或

是情侶、公開示愛、自私行為 (不讓別人共用環境或是物品)等等。Grove and Fisk 

(1997)在主題樂園的情境中指出其他顧客在裡面會引發正面或負面的事件。正面

的事件包括善行，負面的事件大部分是發生在排隊的時候。這個研究也發現顧客

在評估其他顧客行為時主要是用可觀察到的特性，像是年齡或是國籍。Zhang et al. 

(2010)以重要事件法研究其他顧客在服務環境中的影響力。他們發現其他顧客的

影響力可以依照正反性 (正面/負面)與影響方式 (直接/間接)分類。正面且直接的

互動事件像是其他顧客和我有愉快的對話、會幫忙我。正面且間接的互動事件像

是服務環境中的氛圍很好，有好的人群效應 (Nice Crowd)或是可以觀察別人或是

聽到別人的對話學到東西。負面直接的互動事件最常見的就是打架事件。負面間

接的互動事件最常見的就是很吵鬧與粗魯行為。他們的研究也發現其他顧客的影

響力在不同類型的服務場景是不同的。在某些類型的服務場景正面的事件會大於

負面很多 (像是零售店)，有些則是負面的事件大於正面很多 (電影院)，有些則是

正面與負面的事件都很多 (餐廳)。Kim and Lee (2012)透過焦點群體訪談得知在餐

廳的情境中，顧客會被動地感受到其他顧客的影響，也就是其他顧客的”出現效果”，

亦即沒有直接互動，只有間接互動所產生的效果。他們指出其他顧客有六個可觀

察到的面向：顧客的數量、年齡、性別、外表、服裝與公眾行為。 

 

    較少數的研究用量化方法歸類其他顧客在服務環境中的行為。Martin (1996)

以因素分析將其他顧客在公開場合的行為歸類成七種類型，社交型 (Grega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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骯髒型 (Grungy)、不體諒型 (Inconsiderable)、粗魯型 (Crude)、暴力型 (Violent)、

不滿意型 (Malcontent)與悠哉型 (Leisurely)。Brocato et al. (2012)研究其他顧客的

間接影響力，將其他顧客的知覺分為相似性、外表與適當行為三種。 

 

    綜上所述，可以得知在服務環境中，其他顧客的影響可以大致分為直接與間

接互動造成的影響。有少數的實證研究指出其他顧客的直接互動可以為服務業者

帶來正面的結果。Moore et al. (2005) 指出在理髮店的情境中顧客和顧客的互動會

正向影響口碑意圖與忠誠意圖。Gruen et al. (2007)指出動機、機會與能力會促發

顧客與顧客之間進行知識的交換，進而提升顧客忠誠度與服務價值的知覺。亦有

少數的實證研究指出其他顧客的間接互動可以為服務業者帶來正面的結果。

Thakor et al. (2008)指出年輕成年人 (大學生)會用其他顧客的年齡作為判斷服務

的好壞。在一個服務環境中其他顧客的年齡愈高，大學生對服務場所的評價就愈

低，也會降低惠顧意圖，這在重視實體特性的服務環境 (餐廳)比自我表達的服務

環境 (急流泛舟)明顯。然而，Thakor et al. (2008)只專注於年齡的影響，其他顧客

的間接影響應該不只彰顯在這個線索上。相較而言，Brocato et al. (2012)則以較整

體的方式檢驗其他顧客的間接影響力。Brocato et al. (2012)指出主題樂園、餐廳與

零售服飾店的情境中其他顧客的知覺 (可以分為相似性、外表與適當行為)會正向

影響接近意圖，亦會負向影響迴避意圖。相較於顧客與顧客直接的互動，其他顧

客對顧客的間接影響之相關實證研究較少，需要進一步檢驗 (Brocato et al. 2012; 

Kim and Lee 2012)。 

 

(三) 顧客不良行為之研究 

顧客的不良行為 (Fullerton and Punj 2004)有很多同義詞，像是顧客脫軌行為 

(Customer Aberrant Behavior) (Fullerton and Punj 1993), 顧客失常行為 (Customer 

Dysfunctional Behavior) (Harris and Reynolds 2003), 顧客偏差行為  (Customer 

Deviant Behavior) (Mills 1981)及不道德消費者行為 (Unethical Consumer Behavior) 

(Babakus et al. 2004)等。其他顧客不良行為主要的實行者也有很多不同的名詞，像

是奧客 (Jaycustomers) (Lovelock 2011)、問題顧客 (Problem Customers) (Bitner et 

al. 1994)與不好的顧客 (Wrong Customers) (Woo and Fock 2004)等。顧客的不良行

為之定義主要有以下兩種。第一種被定義為在交易場合中蓄意進行的一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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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行為違反一般接受的規範 (Reynolds and Harris 2009)。第二種被定義為沒有

經過思考或是濫用的行為，這會為服務組織、員工或/且其他顧客造成問題 

(Lovelock 2011)。 

 

    過去研究討論顧客不良行為時，大部分皆針對單一不良行為深入討論，譬如

詐領保險金行為 (Wirtz and McColl-Kennedy 2010)、不道德向零售商購買產品然

後退貨取得賠償 (Rosenbaum et al. 2010)、言語上或/且身體上攻擊員工或是組織

的財產 (Patterson et al. 2009)、顧客針對前線組織人員做的攻擊性行為或是性騷擾 

(Yagil 2008)、購買偽造品 (Bian and Moutinho 2009)、塗鴉 (Fisher and Baron 1982)、

抗拒服務方的行為 (Cherrier 2009)、扒竊 (Tonglet 2002)等。亦有針對不良行為提

出分類，最廣為引用的兩種分類為 Lovelock (2011)與 Fullerton and Punj (2004)。前

者指出六種在服務接觸點的不良行為，包括小偷 (The Thief)、規則破壞者 (The 

Rule Breaker)、家庭爭吵者 (The Family Fuder)、好鬥者 (The Belligerent)、破壞公

物者 (The Vandal)與賴帳不還者 (The Deadbeat)，後者則分為員工身體上的虐待 

(Physical Abuse)、顧客插隊 (Queue Jumping)、組織商品的扒竊 (Shoplifting)、組

織實體與電子財產的縱火 (Arson)、公司財務資產的詐領保證金 (Warranty Fraud)。 

 

    有少數學者研究其他顧客的不良行為 (Other Customer Failure)對服務業後果

的影響。Huang et al. (2010)從歸因理論出發，指出其他顧客的不良行為如果被歸

因為賣方可以控制的，則相對於賣方不可以控制的不良行為而言，顧客對店家會

有較低的滿意度、較低的再購意圖與較高的負面口碑意圖。但若此種顧客不良行

為在很多店家都有，則上述的預測會變弱。Tombs and McColl-Kennedy (2013)採用

情緒感染理論，以實驗方法指出在餐廳中，其他顧客的大聲行為會讓顧客產生負

面情緒，進一步對服務業者產生不良的評價。其他顧客不良行為相較於顧客不良

行為的研究少很多，值得多加檢驗。 

 

    由以上顧客不良行為的文獻回顧可以得知，大部分的研究將焦點放在顧客本

身即為不良行為的實行者，但其實實務上很多時候顧客是看到其他顧客的不良行

為。然而，其他顧客不良行為對顧客及對服務業者影響的研究相對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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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顧客面向選用的構念 

過去研究焦點放在其他顧客之間的直接或是間接互動。然而，很多時候顧客並不

會和其他顧客直接互動，而是會觀察到其他顧客的行為並受其影響，因為他們同

處在一個服務環境中。Griffiths and Gilly (2012)的質性研究指出顧客在咖啡廳內往

往不會和其他不認識的顧客互動，反而會透過佔地行為來和他們保持距離。佔地

行為的表現像是一個人佔四個位子、在桌上堆滿雜物、做在家裡或是工作會做的

事都是會讓其他顧客感到不舒服。Huang et al. (2010) 指出顧客在和朋友吃飯聊天

時會受到其他桌顧客大聲談話的影響。Grove and Fisk (1997)指出有 56.8%的受試

者表示在旅遊景點時會被其他顧客的出現顯著影響，而 Harris et al. (1995)指出

1101 名受試者只有 11.63%表示在購物時有和其他顧客進行直接的互動。有鑑於

此，本研究選擇研究其他顧客對顧客的間接互動，而非直接互動。 

 

    本研究採用 Brocato et al. (2012)的分類方式，將其他顧客對顧客的間接互動

分為三個構面：相似性  (Similarity)、外表  (Physical Appearance)與適當行為 

(Suitable Behavior)。相似性之定義為顧客知覺到他們自己和其他同在服務環境中

的顧客很像，也認同他們的程度。外表被定義為顧客知覺到的其他顧客外表特性

與整體觀感。外表可以被用來做為評估服務店家的線索。如果一家店裡面的顧客

穿著得宜，裡面賣的東西會被知覺為有品質的。在人際互動的情境，人們也會用

外表為視覺線索來評估人 (Aronoff et al. 1992)。適當行為的定義是其他顧客在服

務環境中的行為是符合消費情境的。其他顧客在服務環境中的行為應當符合角色

期待、社會規範、劇本。值得一提的是，Brocato et al. (2012)針對顧客適當行為的

定義就是顧客不良行為定義的反面。Reynolds and Harris (2009)針對不良行為的定

義為在交易場合中蓄意進行的一些行為，那些行為違反一般接受的規範。Brocato 

et al. (2012) 則將顧客行為適當性定義為顧客在服務環境的行為符合社會期望的

程度。Martin and Pranter (1989)也指出很多相容行為是不相容行為的反面說法。因

此，本研究認為其他顧客行為的適當性即為顧客不良行為定義的反面說法。

Brocato et al. (2012) 的分類方式相對於其他分類方式較為完整。在其他顧客面向

的研究中，服務場景社會面向、顧客與顧客互動以及顧客不良行為三個研究流派

都有提到顧客的行為適當性。服務場景社會面向與顧客與顧客互動兩個研究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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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提到其他顧客的相似性。顧客與顧客互動與顧客不良行為兩個研究流派中有

講到顧客外表。Brocato et al. (2012) 所提的顧客對於其他顧客的知覺中就有包含

其他顧客行為適當性、相似性與外表的面向，較能完整地捕捉其他顧客的面向。

此外，他們亦發展具有信、效度的量表。 

三、小群體面向 

過去服務業人際因素的研究指出很多時候顧客並不會和其他顧客直接互動，反而

比較多會和陪伴他們去服務環境的小群體成員互動 (朋友、家人、情侶等)。

Griffiths and Gilly (2012)的質性研究指出在咖啡廳內的顧客會將咖啡廳當成家一

樣，並在裡面和他們的親朋好友互動。He et al. (2012) 的研究亦指出當顧客與朋

友在一起時，顧客會覺得正面的服務體驗更為正面，負面的服務體驗更為負面。

Huang et al. (2010) 指出顧客會邀請朋友到餐廳聚會談天，放鬆紓壓。以上研究指

出顧客在服務環境中亦會受到小群體顧客互動的影響，過去研究卻忽略了小群體

顧客這個人際因素在服務環境中扮演的角色。 

 

    Verhoef et al. (2009) 指出社會面向的服務場景重要性，並建議未來可以研究

小群體消費行為的影響。儘管有這樣的呼籲，過去鮮少研究小群體行為對顧客的

影響。然而，過去研究有一些證據指出小群體對於顧客在服務業中的行為是有影

響力的。Harris et al. (1995)與 Haytko and Baker (2004)指出顧客會和購物夥伴一起

逛街，購物夥伴會影響到顧客的購買的決策。Bagozzi and Dholakia (2006)在哈雷

機車品牌社群的研究中指出顧客若對於小群體有社會認同，他們會一起參與很多

活動，譬如騎車去不同的景點，有時也會到品牌店裡消費。Martin (1996)發現群居

型 (Gregarious)的顧客行為是最讓顧客滿意的公開場合行為，包括對話、讚美與互

相問候等。人際融洽 (Rapport)是一個有關人際互動的構念，簡單的說，人際融洽

度高的小群體成員在互動時有正面的經驗、有一致的行為。上述 Bagozzi and 

Dholakia (2006)與 Martin (1996)提到的小群體顧客行為和人際融洽的概念很有關

係。明確而言，Bagozzi and Dholakia (2006)的研究中提到小群體顧客會有一致的

行為，一起參與很多活動。Martin (1996)提到服務環境中，內群體顧客會有正向的

互動行為，如對話、讚美與互相問候等行為。有鑑於此，本研究認為人際融洽為

小群體面向中一個重要的因素，以下詳細介紹人際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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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際融洽 

人際融洽這個概念已在不同情境中檢驗，但是定義在不同情境中不太一樣。用在

人際互動指的是人們在互動時一拍即合 (Click with Each Other)、在互動中產生好

的化學變化  (Chemistry)，也就是有正向  (Positive)的互動  (Tickle-Degnen and 

Rosenthal 1990)。用在心理治療師-客戶之間的互動指的是關係品質 (Gfeller et al. 

1987)。用在大學室友之間的關係指的是關係品質，其特性是滿意的溝通與相互的

了解  (Carey et al. 1988)，或是有和諧  (Harmony)、一致  (Conformity)、同調 

(Accord)、歸屬感 (Affinity)的特性 (Bernieri et al. 1996)。在部屬與主管之間的互

動，指的是溝通，特性是溫暖、熱情與感興趣 (Heintzman et al. 1993)。在衝突仲

裁的情境，指的是被用來建立雙方和諧關係的努力 (Ross and Wieland 1996)。這

些定義都指出人際融洽必須在有人際互動的前提下才會被知覺到。 

 

人際融洽可給人們在互動時帶來很重要的影響力。舉例而言，高度的人際融

洽可以讓人們在群眾中達到思維一致 (A Collective Mind in A Crowd)，讓群眾的

想法都和你一樣 (Park and Burgess 1924)，會讓受試者聽催眠師的指示動作，讓病

人在接受醫學治療時比較會聽醫生的話 (DiMatteo and DiNicola 1982)。 

 

人際融洽有三個成分，互相關注 (Mutual Attentiveness)、正向性 (Positivity)與

協調性 (Coordination) (Tickle-Degnen and Rosenthal 1990)。互相關注指的是互動的

雙方在互動中會展現互相的關注與涉入度。人們的焦點會放在他人身上，所以是

對他人涉入的 (Other-Involved)，如此互動的雙方會有凝聚力，變成一體 (Unified)。

第二個成分是互動中的正向性。互動雙方會覺得彼此之間是友善與關懷的、溫暖

的。第三個成分是互動者之間的協調性。協調性是指互動有平衡 (Balance)、和諧 

(Harmony)與同步 (In Sync)的特性。協調性帶有不只正面的意涵，它也指出人際

互動時人們會傳遞一種均衡、規律、可預測性與協調性的圖像。協調性高的運動

團隊中的運動員的動作會很順。協調性高的交響樂團動作也會很同步。另外，協

調性高的一群人，成員也比較能夠快速地、主動地與同情地回應其他成員的態度

或是情緒狀態。Tick-Degnena and Rosenthal (1990)進一步指出人際融洽中成分之

重要性會隨著關係發展的階段不同。正向性的重要性在關係早期比晚期高。協調

性的重要性則在關係晚期比早期高。互相關注則一直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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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顧客幸福感 (Customer Well-Being) 

幸福感的研究流派可以分為主觀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心理幸福感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與 注 意 力 相 關 幸 福 感  (Attention-Related Well-

Being)(Herzog and Strevey 2008)，分別說明如下。 

 

主觀幸福感被定義為人們對他們生活的認知與情感的評價，包含人們對於他

們生活的滿意度 (Life Satisfaction)及需求滿足程度之判斷。情感的評價包含人們

對於事件的情緒回應 (Diener et al. 2002)。研究趨勢顯示幸福感不只是包括負面狀

態的趨避，近來愈來愈多研究將其概念化為達成正面的狀態。負面狀態指的是痛

苦與壓力。正面狀態常被操作化為知覺的生活滿意度 (Life Satisfaction)、快樂。

很多研究專注於如何達成正面狀態的前因。這些前因可以分為客觀與主觀心理因

素。根據一些文獻回顧的文章指出客觀因素像是性別、財富、年齡、種族並不是

很重要的前因。心理因素像是自尊、對生活有掌控、朋友支持、滿意的愛情生活、

工作有挑戰性等才是重要的前因 (e.g., Diener 2000; Myers 1992, 2000)。 

 

 心理幸福感是幸福感的另一個主要流派，此流派的學理基礎是正向心理學 

(e.g., Ryan and Deci 2000, 2001)。心理幸福感和主觀幸福感不同之處在於心理幸福

感將重點放在人類的最適運作 (Optimal Human Functioning)，而主觀幸福感是放

在對於生活的認知與情感評價 (Diener et al. 2002)。心理幸福感相較於主觀幸福感

較強調人們在幸福感的達成上扮演的主動積極的角色。根據正向運作人性理論 

(Humanistic Theories of Positive Functioning)發展出來的心理幸福感可以分為多個

面向  (Ryff 1989): 自我接受  (Self-Acceptance)、與他人的正向關係  (Positive 

Relations with Others)、自主性 (Autonomy)、環境掌控性 (Environmental Mastery)、

生活目的性 (Purpose in Life)與個人成長 (Personal Growth)，這些面向皆在衡量人

們的正向運作 (Positive Functioning)與幸福感程度。原始發展的量表在每個幸福感

面向各用 20 題衡量。過長的量表很難被實際利用在調查研究上，因此後有學者發

展簡短版的量表，如每個面向 14 題、9 題與 3 題的量表。然而，van Dierendonck 

(2004)針對三種簡短版的心理幸福感量表作構念效度的驗證，發現只有每個面向 3

題的量表在因素結構上符合理論上的六因素結構，但是信度非常不佳。這表示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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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版的心理幸福感量表用在實證研究上還是很危險的。Diener et al. (2009)將原始

心理幸福感的面向做了修正，包括意義與目的 (Meaning and Purpose)、支持性與

有價值的人際關係  (Supportive and Rewarding Relationships)、投入與感興趣 

(Engaged and Interested)、對其他人的幸福感有貢獻 (Contribute to the Well-Being of 

Others)、有能力 (Competency)、自我接受 (Self-Acceptance)、樂觀 (Opitimism)與

被尊重 (Being Respected)這些面向。他們也發展了一個簡短版量表，此量表的優

點為可以用較少問項反映出心理幸福感的多個面向，且具有內部一致性與時間穩

定性，也和既有的心理幸福感量表顯著相關，具收斂效度。 

 

注意力恢復理論的研究也指出和大自然的接觸可以帶來個人幸福感的提升，

但是關注的幸福感面向和主流研究不同。主流研究關心的是生活滿意度、正面負

面情緒與心理幸福感。注意力恢復理論所關心的結果變項比較是與注意力相關的

幸福感 (Attention-Related Well-Being)，像是有效的運作 (Effective Functioning)、

感覺和平 (At Peace)與分心程度 (Distraction) (Herzog and Strevey 2008; Kaplan 

2001)。注意力幸福感及其子構面在文獻中並無正式定義，本研究嘗試根據 ART 理

論提到的自願注意力不足時的情況定義之，因為注意力幸福感即為自願注意力不

足時症狀的反面。ART 指出自願注意力是人們用來處理生活中重要但不討喜之事

(惱人的工作或是課業、人際關係)的重要資源。當自願注意力因為過度使用而人們

心靈疲勞時，人們會有以下狀況。第一，認知效能下降。無法執行資訊選擇

(Selection)，亦即當遇到事情(正事)時無法從腦中茫茫資訊中提取攸關的資訊，如

此會降低決策效能。當人們很累的時候，思考難解的問題，可能會腦中會一片空

白。第二，容易分心。無法執行抑制(Inhibition)，當人們做正事時，因為無法用自

願注意力抑制旁邊更有趣的東西，所以容易分心，浪費時間，造成做事情效率低

下。當人們很累的時候，進行正事，若旁邊的人提到有趣的事情，人們會傾向加

入對話中，因為分心，做事情效率會大減。第三，情緒易怒。在處理事情時，人

們的心思會比較負面，會擔心自己沒辦法完成事情，情緒變得不穩定。剛剛所提

的第一與第二點會導致情緒易怒，因為做事情沒效能沒效率，所以會覺得情緒易

怒。根據上述討論，本研究將注意力幸福感定義為人們在處理事情(通常是指工作)

上面的認知運作效能效率與情緒穩定程度，包括有效運作、分心程度與感覺和平

三個次構面，有效運作與分心程度是偏向認知的面向，感覺和平是偏向情緒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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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各次構面的定義列於下。有效運作: 可以有耐心去面對事務，覺得可以做得

很好，反映處理事情的效能。分心下降: 比較不會在做事情的時候不專心，反映

處理事情的效率。感覺和平: 情緒不易怒，不會心浮氣躁，憂國憂民，這也會降低

做事情的效能與效率。 

 

過去實證研究多在大自然的環境下檢驗注意力相關幸福感的提升。Kaplan 

(2001a)的研究指出住家窗戶看出去若有大自然的景色程度愈高就會有較高的有

效運作、感覺和平與較低的分心程度。亦有研究在大自然的環境下將檢驗範圍擴

大到心理幸福感的面向。Herzog and Strevey (2008)的研究亦指出接觸大自然的程

度愈高，則有效運作與感覺和平會愈高。他們的研究進一步指出接觸大自然程度

也會和與他人關係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個人成長 (Personal Growth)的幸福

感面向有正向的關係。除了以上在大自然環境中實證的文獻外，亦有文獻指出顧

客在服務店家中的享樂消費可以帶來主觀幸福感的提升。Zhong and Mitchell (2010)

指出顧客的享樂消費程度和生活滿意度有正向關係。他們特別指出低成本的享樂

消費，像是在餐廳中消費，相較於高成本的消費像是打高爾夫，更具提升顧客幸

福感的潛力。這是因為低成本的享樂消費相較於高成本的享樂消費而言比較容易

頻繁地發生。顧客在服務環境中亦有可能在消費的過程得到幸福感的提升。然而，

根據轉換型服務研究學者們的主張，這類型的研究非常不足，需要更多的檢驗 

(e.g., Anderson et al. 2013; Ostrom et al. 2010)。另外，服務環境中恢復體驗與注意

力相關幸福感之間的關係尚未受到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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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假設發展 

一、小群體成員融洽與恢復體驗之間的關係 

當小群體的成員知覺到與其他成員之間的融洽高時，也意味著互動被知覺為互相

關注、正向性與協調性的程度是高的。當小群體的成員給予顧客關注、給予顧客

的互動充滿溫暖、友誼與關懷時，顧客應會覺得會有一種受到庇護的感覺，因此

根據 PR 理論顧客的知覺安全感會提升，會轉換到一種放鬆非自願的狀態。當顧

客和小群體成員有協調性，意味著在互動中會有和諧、同步與平衡的特性，此時

因為小群體成員的行為會比較能被了解與預測，因此顧客的知覺安全感亦會提升，

根據 PR 理論顧客的知覺安全感會提升，會轉換到一種放鬆非自願的狀態。

Abdulkarim and Nasar (2014) 指出一個環境若讓人覺得有活力的感覺，就具有恢

復體驗促進功能，因為人們在此環境中會想要停下來休息片刻。當顧客與小群體

成員有融洽時，顧客應會知覺到小群體成員對他展現的正向互動，因為小群體成

員會給予社會支持，因此顧客會傾向於進入放鬆的模式。以上根據 PR 理論可知

小群體融洽會帶給顧客安全感，進而使他們使用非自願注意力，再根據 ART 的說

法，當顧客使用非自願注意力時，就會因為處於不費力的狀態，使自願注意力可

以得到休息，進而帶來自願注意力的恢復。小群體融洽時，成員間亦會有有趣、

好玩的互動(Griffiths and Gilly 2012)，此種根據 ART 將會引發人的非自願注意力，

進而讓人轉換到不費力的模式，進而使自願注意力得到休息，並得以恢復。有鑑

於此，小群體融洽應會正向影響恢復體驗。 

 

人們若和小群體成員間有人際融洽，應會經歷到正向性的互動、互相關注以

及協調性。正向性的互動表示人們在服務店家中會和小群體成員有溫馨、有趣的

互動(Griffiths and Gilly 2012)，這個和恢復體驗的過程迷戀面向有很大的關係。

小群體成員間的互相關注也會讓彼此更注意對方的一舉一動，將焦點放對方身

上，如此將有助於更容易發現對方的需求，並採取行動滿足之，這裡呼應恢復體

驗中的動機相容面向。小群體成員間若有協調性，表示彼此的行為以及思維都很

一致，彼此之間無須用到很複雜的心智模式就可以互動，這樣是有助於心智模式

相容性的。由上述簡短討論得知，人際融洽有帶來顧客恢復體驗的潛力。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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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推出以下假設: 

H1: 顧客與其同伴小群體的融洽會正向影響其恢復體驗。 

 

二、其他顧客的相似性與恢復體驗之間的關係 

當顧客與其他顧客相似時，顧客較可能會和其他顧客共享類似的價值觀、信念與

態度，因此顧客較能預測與了解其他顧客的行為模式，根據 PR 理論，顧客的知

覺安全感會提升，會轉換到一種放鬆、非自願專注的狀態。此外，當其他顧客與

顧客愈相似，顧客會心理上將自己歸類為內群體，內群體成員之間會有偏愛現象

(Tajfel and Turner 1979)，顧客會覺得處在內群體中是受到保護的，因此跟據 PR 理

論顧客的知覺安全感會提升，會轉換到一種放鬆非自願的狀態。當顧客與其他顧

客相似時，也可以讓自己比較不會被輕易認出來，這可以滿足人們天生的躲藏需

求，根據 PR 理論，這可以讓人們感覺安全並轉換到放鬆的模式。社會認同理論

中的不確定性降低假說亦指出當顧客對於其他顧客有社會認同，就可以降低在環

境中的不確定性(Hogg 2000)。不確定性的降低會讓人有動機去探索環境(與他人互

動)，探索行為即為非自願的模式(Appleton 1996)。和別的顧客同質性高可以降低

衝突的可能性 (Byrne et al. 1961)，根據 PR 理論環境的威脅感降低將使顧客可以

轉換到放鬆非自願的模式。Abdulkarim and Nasar (2014)指出一個環境若讓人覺得

有受歡迎的感覺，就具有恢復體驗促進功能，因為人們在此環境中會想要停下來

休息片刻。當顧客與其他顧客相似時，顧客應會知覺到他自己是受歡迎的，因此

顧客會傾向於進入放鬆的模式。以上根據 PR 理論可知，當其他顧客相似度高時，

顧客應為覺得該環境是安全的，並會使用非自願注意力，再根據 ART 的說法，當

顧客使用非自願注意力時，就會因為處於不費力的狀態，使自願注意力可以得到

休息，進而帶來自願注意力的恢復。 

 

其他顧客相似性與恢復機驗的面向有正向關係。當顧客覺得他的周遭是和自

己相似的人時會覺得舒服，根據社會認同理論中的降低不確定假說，人們如果認

為他們屬於一個群體，就會覺得安心，不會做多餘的思考 (Hogg 2000)。由此看來，

相似性會和恢復體驗中的心智模式相容性有關係。當顧客覺得與其他顧客相似時

他們會認同其他顧客，此時顧客可能會產生內群體偏愛，對內群體的其他顧客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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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愛好，內群體成員對他們是有吸引力的 (Tajfel and Turner 1979)。人際吸引理論

也有類似的說法，如果對方與我的同質性愈高，我就會傾向於喜歡對方(Rogers and 

Bhowmik 1970; Rogers and Shoemaker 1971)。從 Griffiths and Gilly (2012)的研究發

現，顧客也有可能是因為場景中的其他顧客和他們很契合，而有一種熟悉的陌生

感，這種感覺會吸引他們，讓他們覺得有趣，根據 ART，這樣會使顧客使用非自

願注意力，並處於不費力的狀態，使自願注意力可以得到休息，進而帶來自願注

意力的恢復。因此，本研究推出以下假設: 

H2: 顧客與其他顧客的相似性會正向影響其恢復體驗。 

 

三、其他顧客的外表與恢復體驗之間的關係 

其他顧客的外表為服務環境中其他顧客的整體外觀及身體特性給人的感覺

(Brocato et al. 2012)。顧客常會使用服務環境中其他顧客的外表來取得關於這家店

的資訊(Baker et al. 2002; Huber and McCann 1982)，若其他顧客外表得宜就會讓顧

客認為該服務店家是可信賴的(Baker et al. 2002)、該店家是個好地方(Brocato et al. 

2012)。根據 PR 理論，環境必須讓人們覺得無威脅，如此可讓人們覺得環境是安

全的，並有助於讓人們轉換到放鬆的、使用非自願注意力的模式。由此可知，當

服務環境中的其他顧客被顧客知覺為外表得宜，就會帶給顧客安心感，並使顧客

轉換到使用非自願注意力的模式，此時根據 ART，顧客因為處於不費力的狀態，

因此會使自願注意力得以休息，進而恢復。 

 

    當其他顧客外表具有吸引力時，根據 ART，美麗的人物會使人使用到非自願

注意力，進而轉換到一種不費力的模式，使自願注意力得以休息，進而恢復。 

其他顧客知覺的外表和恢復體驗的面向有關係。外表可以傳遞顧客相容性，如果

服務環境中的顧客打扮不好，顧客會覺得不舒服而對這個服務環境敬而遠之。反

之，一個服務環境中如果大家穿著得宜，就會吸引顧客在這個環境裡面停留

(Brocato et al. 2012)。其他顧客的外表和恢復體驗中的內容迷戀與相容性面向有關，

內容迷戀是指環境能引發人們的興趣，相容性則是指環境會帶來安全感，內容迷

戀與相容性都會讓顧客使用到非自願注意力，進而使自願注意力得到恢復。因此，

本研究推出以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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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其他顧客的外表吸引力會正向影響顧客的恢復體驗。 

 

四、其他顧客的行為適當性與恢復體驗之間的關係 

顧客在服務環境中的行為必須符合角色期望與規範 (Goffman 1967)。若顧客在服

務環境的行為適當，符合角色期望，顧客會認為服務環境的可預測性高且是可以

理解的，此時根據 PR 理論顧客會覺得該環境是安全的，他們會切換到休息放鬆

的非自願模式。由於其他人行為得宜，顧客亦不會感受到服務環境中具有威脅感，

根據 PR 理論顧客此時會較為放鬆。反之，若其他顧客展現的行為違反社會規範，

顧客會覺得該服務環境變得比較不可預測，不能被理解具有威脅性，因此將難以

處於放鬆的狀態。以上根據 PR 理論可知，當其他顧客的行為被知覺為適當時，

顧客應會知覺到環境是安全的，進而使他們使用非自願注意力。當顧客使用非自

願注意力時，根據 ART，顧客會處於一種放鬆、不費力的模式，如此將有助於自

願注意力得到休息，並且恢復。因此，其他顧客行為適當性應會提升恢復體驗。

Abdulkarim and Nasar (2014)指出一個環境若讓人覺得有受不歡迎的感覺，就會降

低恢復體驗，因為人們會不想在具有威脅性的環境中休息。當其他顧客行為不適

當，就會讓顧客覺得該環境充滿敵意而無法轉換到休息放鬆的模式。 

 

    其他顧客在服務環境中的行為應當符合角色期待、社會規範、劇本。如果其

他顧客的行為是適當的，則會創造一種正面的氛圍(Brocato et al. 2012)，進而吸引

顧客留在店中。根據 ART，由其他顧客行為適當引發的正面氛圍會是討喜的，因

此會引發顧客的非自願注意力，顧客會處於一種放鬆、不費力的模式，如此將有

助於自願注意力得到休息，並且恢復。由上可知，顧客行為適當性應會促成恢復

體驗。因此，本研究推出以下假設: 

H4: 其他顧客行為適當性會正向影響顧客的恢復體驗 

 

五、服務友誼與恢復體驗之間的關係 

當顧客與服務人員有友誼關係，服務人員會給予顧客情感上的支持、會給予顧客

特別的對待，會特別關心顧客的需要、給予顧客額外的資訊等，這會讓顧客在服

務環境中得到情感上的庇護感。根據 PR 理論，環境若讓人們得到庇護，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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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知覺安全感，進而讓人們轉換到放鬆的模式。服務友誼關係下，顧客應會知

覺環境是安全的，進而使用非自願注意力。根據 ART，當顧客使用非自願注意力

時，顧客會處於放鬆、不費力的狀態，此時自願注意力就可以得到休息，進而恢

復。因此，服務友誼應能促成恢復體驗。 

  

    Abdulkarim and Nasar (2014)指出一個環境若讓人覺得有受歡迎、有活力的感

覺，就會促成恢復體驗，因為人們會想在這樣的環境中休息。員工和顧客有友誼

關係也會主動和顧客打招呼、有幽默式的互動，有一些非任務導向的對話內容，

這會給予顧客受歡迎有活力的感覺，因此服務環境會給顧客放鬆感(Han et al. 2008; 

Price and Arnould 1999)。根據 ART，服務人員展現友誼時的幽默活力將會引發顧

客的非自願注意力，因為這過程是有趣的，此時自願注意力就可以得到休息，進

而恢復。因此，服務友誼應能促成恢復體驗。 

 

    過去文獻指出一些跡象，顯示服務友誼與顧客恢復體驗有關。服務人員和顧

客的友誼關係會促成員工給予顧客社會支持。過去社會支持的文獻指出社會支持

可以降低人們的不確定性並產生控制感，可以促成自我接受以及可以產生社會整

合與歸屬 (Albrecht and Adelman 1984; Hobfoll and Stokes 1988)。服務人員給予支

持性的溝通，就可以讓顧客達成個人的目標，或是可以降低因為對於未來的不確

定性或是覺得對於自己的命運無法掌握的壓力。因此，顧客來到服務店家中就可

以解決他們的問題，因此意圖被達成，可以說有動機相容。Kaplan (1995)指出環

境的回應性高就可以讓人有動機相容。當顧客與服務人員有友誼關係時，服務人

員會容納顧客的特別要求，因此顧客的意圖比較可以被達成，具有較高的動機相

容。服務人員和顧客的友誼關係，也會讓服務人員比較能夠容忍顧客的要求與行

為，因此顧客比較能自在的行動，不用擔心自己在服務店家中行為的適當性。此

時顧客只需用到較簡單的心智模式就可以處理在店裡面的狀況，無需使用多種心

智模式，因此會降低自願性注意力的使用，就會使之恢復 (Kaplan 2001b)。另外，

社會支持會讓顧客覺得他被關心，他被愛，被尊重，這種感覺是有價值的(Gremler 

and Gwinner 2000)。因此，社會支持也可能成為一種服務環境中的內容迷戀無形

物，吸引顧客的注意與目光。除了社會支持，當服務人員和顧客有友誼關係時，

會相處融洽。融洽時，員工和顧客會有有趣的互動 (Gremler and Gwinn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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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有趣的互動本身就是一種過程迷戀，顧客會很享受在這個過程中。此外，Price 

and Arnould (1999)指出在友誼關係早期階段，因為顧客和服務人員通常會來自於

不同的世界，這種異質性會吸引雙方進行更多的自我揭露。彼此分享的東西都會

帶給對方新鮮感，根據非自願注意力的文獻，新鮮感會帶來非自願注意力的使用

(Eimer et al. 1996; Ribot 1896)，這也呼應了恢復體驗中的過程迷戀面向。因此，本

研究推出以下假設: 

H5: 服務友誼會正向影響顧客的恢復體驗 

六、顧客導向與恢復體驗之間的關係 

員工的顧客導向程度愈高，就會給予顧客較多想要的資訊，這樣是有助於提升顧

客對於環境的了解程度。根據 PR 理論，環境若給予人們較多機會了解該環境則

有助於讓人們有安全感，處於放鬆的模式。一個回應性高的環境可以有助於人們

達成他們的意圖，讓人們處於不費力的模式，而回應性高可以透過提供有關於環

境的資訊達成(Kaplan 1995)。員工的顧客導向程度愈高，就會做出滿足顧客需要

的行為，像是提供顧客他想要的資訊，這樣有助於顧客達成他的意圖。因此，員

工顧客導向程度愈高，就有助於顧客切換到非自願的模式。以上根據 PR 理論可

知，當員工實行顧客導向行為，就會帶給顧客安心感，進而使顧客使用非自願注

意力。根據 ART，當顧客使用非自願注意力時，就會處於一種放鬆、不費力的狀

態，因此會讓自願注意力休息，進而恢復。因此，顧客導向應會促成恢復體驗。 

 

    若員工執行銷售導向的行為，這是顧客不想要的，因此會給顧客造成心理上

的壓力。根據 PR 理論，環境中的知覺威脅感提升亦會使人們無法放鬆。顧客會

感覺到自己變成銷售人員的獵物，處於無法躲藏的狀態，因此無法得到放鬆感。

顧客必須思考如何應對員工此類型的行為，會使用到較多的心智模式，會降低顧

客在服務環境中切斷到非自願模式的可能。以上根據 PR 理論得知，服務人員實

行銷售導向行為會給顧客帶來不安感，進而會使顧客無法使用非自願注意力。根

據 ART，若在自願注意力疲乏時仍無法轉換到非自願的模式，將會降低恢復自願

注意力的可能。因此，銷售導向應會降低恢復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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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無直接實證研究指出顧客導向行為具有給顧客帶來恢復體驗的潛力，但是

過去文獻提供了推論的依據。顧客導向行為的定義主要是聚焦在顧客需要的滿足

以及顧客問題的解決上，會給顧客帶來在服務環境中意圖的滿足，因此這和恢復

體驗中的動機相容性有呼應，這表示顧客導向行為本質上就能帶來動機相容性。

舉例而言，Homburg et al. (2011)指出銷售人員顧客導向行為會讓顧客對服務以及

產品有較好的態度，譬如會認為服務較能滿足其需求，有動機相容性。除了動機

相容性，過去有研究指出顧客導向行為和其他恢復體驗的相容性面向有關。Michel 

et al. (2014) 根據親社會行為 (Prosocial Behavior)的觀點提出了顧客為中心的行

為 (Customer-Centered Behavior)，該行為被定義為員工致力於提供高品質服務經

驗的關係行為。員工實行顧客為中心的行為是在幫助顧客滿足期望與需要，因此

可知顧客為中心的行為與顧客導向行為之間有關係。Michel et al. (2014) 進一步指

出顧客為中心的行為和保證性 (Assurance)、回應性 (Responsiveness)與同理心 

(Empathy)有關係。保證性會讓顧客因服務人員的專業性信任服務人員，因此顧客

不用在服務環境中擔心，做多餘的思考(使用多個心智模式)。回應性是指員工會快

速回應顧客的要求，會在顧客沒有能力完成一個服務流程時給予快速的協助，讓

顧客有能力相容。同理心是指員工會考慮到顧客個人的需求對服務內容做調整，

這也會讓顧客得到心智模式的相容。這是因為有時候顧客會覺得服務內容是不適

當的，此時若不按照顧客需求調整，就會讓顧客覺得不安。此外，員工顧客導向

行為也可能會和相容性以外的其他恢復體驗面向有關係。Michel et al. (2014) 指出

員工顧客為中心的行為會讓顧客覺得員工有同理心，員工會按顧客需求調整服務

內容，這也會讓服務內容變得較有吸引力，顧客較能享受在其中，有過程迷戀。

因此，本研究推出以下假設: 

 

H6a: 顧客導向會正向影響顧客的恢復體驗 

H6b: 銷售導向會負向影響顧客的恢復體驗 

 

七、恢復體驗與顧客注意力幸福感之間的關係 

根據注意力恢復理論(ART)，人們若在環境中被轉換到使用非自願注意力的模式，

就會讓人們解除心靈疲勞的狀態，並恢復自願性注意力(Kaplan 1995)。讓人使用

到非自願注意力的環境因為可以讓人把注意力轉移到不費力的事物或活動上，並 
5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從生活中惱人的事務中暫時抽離出來，因此可以讓自願性注意力得以休息，進而

有助於其恢復到正常的水準(Herzog et al. 1997; Kaplan and Kaplan 1989; Korpela 

and Hartig 1996)。自願注意力的恢復會提升注意力幸福感相關面向-有效運作、感

覺和平與降低分心程度。人們的選擇 (Selection)能力會提升，可以從記憶中快速

篩選出關鍵資訊以解決生活上或工作上的問題，人們也會覺得有能量可以從新面

對生活中的任務，因此有效運作程度會提升。人們也可以啟動隔絕分心事物的機

制，因此分心的程度會下降。人們也比較不會易怒，所以感覺和平的程度提升

(Kaplan 1995)。因此，顧客若在一個服務環境中得到恢復體驗，應可促成注意力

幸福感。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7: 恢復體驗會正向影響注意力幸福感 

 

八、恢復體驗中介人際因素與注意力幸福感之間的關係 

根據注意力恢復理論(ART)及 PR 理論，環境若能引發人們的興趣或是讓人安心，

即可讓人們轉換到使用非自願注意力的模式，進而讓人們解除心靈疲勞的狀態，

並恢復自願性注意力(Kaplan 1995)，亦即人們會有恢復體驗。自願注意力的恢復

會解除自願注意力不足的症狀，像是做事無效能、效率、情緒不穩定，亦即自願

注意力的恢復會促進人們的注意力幸福感。根據 H1-H7，服務環境中的人際因素

會引發恢復體驗，進而帶來注意力幸福感。因此，推出以下假設: 

H8: 恢復體驗會中介人際因素與注意力幸福感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研究架構列於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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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所屬小群體 

其他顧客 

服務人員 

融洽 

相似性 

外表 

行為適當性 

H5 ＋ 

服務友誼 

圖 2-1  研究架構 

控制變項 

實體服務場景 

實體產品品質 

社交性 

顧客導向 

銷售導向 

恢復體驗 

H1 ＋ 

H2 ＋ 

H3 ＋ 

H4 ＋ 

H6a ＋ 

H6b － 

 

H7 ＋ 注意力 
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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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將執行兩個研究來回答研究問題。研究一回答的研究問題為”在商業環境中

恢復體驗的概念的內涵與組成要素為何?”以及”應如何衡量顧客在商業服務環境

中所知覺的恢復體驗? “，將會參考 Churchill (1979)、Gerbing and Anderson (1988)

與 Hinkin (1998)的量表發展指南發展適用於服務環境情境下的恢復體驗量表。研

究二主要目的為檢驗恢復體驗的前因與後果，以回答以下的研究問題。”恢復體驗

是否會中介服務環境中的人際因素與恢復體驗之間的關係?””服務環境中的人際

因素與恢復體驗之間的關係為何?”、”恢復體驗與注意力幸福感之間的關係為何?”，

這裡將會透過 Anderson and Gerbing (1988)的兩階段分析法來實證本研究假設。研

究流程如圖 3-1 所示。接著，參考 Creswell (2003)的研究設計架構報導本研究相關

的研究設計決策，再分別介紹研究一以及研究二的研究對象、抽樣流程、變數衡

量與分析方法。 

 

因為本研究目的為驗證理論及檢驗前因與後果間的關係，所以適合採用量化

取向 (Quantitative Approach)。Creswell (2003)指出研究設計的三種取向 (量化、質

化與混合)皆包括知識宣稱的哲學假定  (Philosophical Assumptions about What 

Constitutes Knowledge Claims)、研究策略  (Strategies of Inquiry)與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三個成分。量化取向下，知識宣稱的哲學假定為後實徵主義 

(Postpositivism)，研究的策略為實驗或調查設計，研究的方法為事前根據研究問題

決定好工具 (Predetermined Instrument Based on Questions)及統計分析方法。後實

徵主義有以下的特性  (Creswell 2003) 。第一，是一種決定性的哲學觀 

(Deterministic Philosophy)，意即因決定果，因此研究問題會檢驗前因與後果之間

的關係。第二，採用化約論 (Reductionism)，會將複雜的現象化約成較小、分離的

部分 (i.e., 變數)，並檢驗其間關係 (i.e., 假設)。第三，會謹慎地觀察或是衡量客

觀事實，並使用量表等工具紀錄研究對象的行為。第四，認為理論治理世界，理

論需要被檢驗，以驗證或是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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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選用調查設計作為研究策略，因為就回答研究問題而言，調查法相對

於實驗法是相對具有經濟上的效率性，且可以較快取得資料。因為若用實驗法就

必須設計一個服務場景，並操弄員工、其他顧客與小群體人際因素，這會產生較

高成本。小群體融洽不易操弄，因為參與者的社會網絡是無法被研究者決定的。

過去 ART 研究亦有採用調查法  (Herzog and Strevey 2008; Kaplan 2001a; 

Rosenbaum 2009; Rosenbaum et al. 2014)。調查法下研究者目的是從樣本特性推論

母體特性，重視樣本的代表性。資料蒐集的形式 (Form of Data Collection)將採用

自陳式問卷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s)。因為恢復體驗是顧客的心理狀態 

(認知與情感)，不容易藉由其他資料蒐集的形式像是觀察、公共報告、文件、追蹤

量測等得知。自陳式問卷相對於其他資料蒐集形式的優點為成本低，低廢話率。 

 

McGrath (1982)指出沒有一種研究設計是完美的，研究者必須針對自身設計的

弱點做預防與改善。本研究選擇調查設計為研究策略，是一種相關設計，因此在

內在效度上是較弱的 (Cook and Campbell 1979; Shadish et al. 2002)，必須採用統

計控制來控制可能的干擾變數 (Nuance Variables) (Schwab 2005)。本研究認為服務

環境中的實體因素、實體產品的品質、消費者的社交性也會影響恢復體驗以及幸

福感，因此需要加以衡量並控制。由於消費者訪談的過程中，大多數受訪者提到

在服務店家中之所以會覺得放鬆，是因為店家內的實體環境與實體產品品質本身，

如咖啡廳中橘色配色、木質設備，好吃的蛋糕等，因此實體服務場景和實體產品

品質應列為控制變項。此外，社交性高的消費者會常以與人互動達到放鬆，並重

拾活力，因此有必要控制社交性的影響。本研究採用自陳式問卷作為資料蒐集的

形式，容易有共同方法變異的問題 (Podsakoff et al. 2003)。因此，本研究在問卷設

計上盡量降低這些偏誤。問卷的開頭語部分會強調本研究會確保參與者的匿名與

保密性，並說明答案無對錯，請根據自己的意見填答，這樣的目的是在降低社會

期許效果  (Social Desirability) 、仁慈偏誤  (Leniency Biases) 、默許偏誤 

(Acquiescence Biases)以及一致性效果 (Consistency Effects) (Podsakoff et al. 2003)。

由於會請參與者回想最近半年內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在商業場所中休息放鬆的經驗

並回答相關問題，這種回溯式的方式也可能會產生記憶效果的偏誤，因此會採用

Peterson (2000)的建議在問卷中會請參與者盡可能的回想、花多一點時間回想。為

了降低問項情境引發的方法效果 (Method Effects Produced by Item Context)，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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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項促發效果 (Item Priming Effects)、問項嵌入性 (Item Embeddedness)、問項情

境引發的心情 (Item Induced Mood)，本研究將會將問項順序做對抗平衡的處理 

(Counterbalancing Question Order) (Podsakoff et al. 2003)。降低方法變異也可透過

謹慎的問項建構 (Podsakoff et al. 2003)，因此本研究在發展量表時，會根據

DeVellis (2003)與 Peterson (2000)建議的問項發展準則，盡量發展出不含糊的問項。

除了以事前的角度降低共同方法變異的影響外，本研究亦採用 Podsakoff et al. 

(2003)的建議，以事後統計控制的角度檢驗共同方法變異的影響。根據 Richardson 

et al. (2009)，文獻中主要可以分為相關標記(Correlational Marker)、未測潛在方法

構念(Unmeasured Latent Method Construct)及驗證性因素分析標記(CFA Marker)三

種技術，其中又以 CFA Marker 技術最能在 CMV 問題存在時準確地檢驗出 CMV

的存在，因此本研究將採用 CFA Marker 技術，相關分析流程請見分析方法(p. 73)，

將選用正向情感特質(Positive Affectivity)做為 Maker 構念 (p. 74)。此外，由於採

用立意抽樣 (如 p.48 所示)，因此樣本代表性 (統計上的可推論性)可能會較弱，

外在效度會降低。根據 Sackett and Larson (1990)以及 Schwab (2005)的看法，外在

效度或可推論性 (Generalizability)是個多面向的概念，除了樣本代表性面向，尚有

其他面向(時間、個體、情境等)，當樣本代表性低時，可以用其他面向補強外在效

度。有鑑於此，本研究盡量讓服務店家的類型 (外在效度的情境面向)以及消費者

的類型多樣化 (外在效度的個體面向)，以增加分析結果的外在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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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流程圖 

知識宣稱之哲學基礎 

研究策略 

研究方法 

研究一 

回答的研究問題 

 在商業環境中恢復體驗的概

念的內涵與組成要素為何? 
 應如何衡量顧客在商業服務

環境中知覺的恢復性經驗？ 
  

 

研究二 

回答的研究問題 

 恢復體驗是否會中介人際因素與恢復體驗

之間的關係? 
 服務環境中的人際因素與恢復體驗之間的

關係為何? 
 恢復體驗與注意力幸福感間的關係為何? 

 

後實徵主義 

調查設計 

自陳式量表、統計分析 

發展恢復體驗量表 

檢驗恢復體驗前因後果 

參考 Churchill (1979)、Gerbing 
and Anderson (1988)與 Hinkin 

(1998)量表發展流程 Anderson and Gerbing (1988)兩階段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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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一: 恢復體驗量表發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針對的研究對象母體為” 會在商業場所中休息放鬆的消費者“，選擇學生、

上班族、家庭主婦為主要研究的對象。過去環境心理學有關注意力恢復理論的研

究(最愛之地或是大自然)都是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 (e.g., Korpela and Hartig 1996; 

Korpela et al. 2001; Rosenbaum 2009a)。主要的原因為大學生常會有注意力疲乏的

問題，注意力疲乏為注意力恢復理論討論的前提。Felsten (2009)指出大學生花很

多時間讀書、閱讀課堂教材、完成一系列的作業、做報告專案與準備口頭報告、

接受考試、及他們也參加很多活動，這些都需要持續用到自願性注意力。大學生

會經歷到注意力疲乏的問題，使他們的學習效能降低甚至會降低學業成就。因此，

本研究會針對大學生去研究。然而，也不限制於大學生。上班族往往也會經歷到

強的工作壓力。這些工作壓力包括人際壓力、主管的壓力或來自於業績的壓力，

這些壓力的處理也會用到自願性注意力，所以上班族也有可能會有注意力疲乏。

此外，家庭主婦平時可能要處理夫妻關係、親子關係以及家中的事務，會耗費很

多自願性注意力，他們常會到服務店家內和店家老闆、朋友或是其他顧客互動，

以取得社會支持，給自己一個喘息的空間。Johnstone and Todd (2012)指出媽媽會

到購物中心逛街，與其他顧客互動，得到注意力的恢復。 

 

二、抽樣流程 

由於無法取得抽樣框架，無法使用機率抽樣，只能使用非機率抽樣。將採用立意

抽樣 (Purposive Sampling)選取有在商業場所內休息放鬆的顧客，因為研究者認為

此類型的顧客才有能力回答恢復體驗相關的問題。參考 Rosenbaum (2009)的做法，

請受試者回想過去在真實場域的經驗回答問卷相關問題。會請參與者針對最近半

年內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在服務店家中休息放鬆的經驗回答問卷相關問題。之所以

請參與者分享『休息放鬆的經驗』，目的是使參與者分享的店家類型較符合享樂型

的服務，排除功利型的服務，此外，較可排除參與者在服務店家中還進行工作，

消耗自願注意力的可能性。會給予一些服務店家類型的範例給受試者選擇，像是

餐廳、咖啡廳、書店、電影院、百貨公司、購物中心、KTV、電玩遊樂場、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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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游泳池、釣蝦場、夜店、遊樂園/主題樂園、美髮店、SPA/按摩、演唱會、

表演藝術等，但會提醒參與者不用侷限在這些類型的商業場所。偏向功能類型的

商業場所像是金融服務、銀行、補習班、顧問服務、醫院等則不包括在本研究的

範疇內。會請參與者提供服務店家的名稱，亦會請他們提供消費頻率、消費時間

長度、是否有人同行、同伴類型、在店家中進行的活動等資訊。將設立篩選機制，

若顧客分享功能型商業場所、非商業場所或是來店家做的活動偏向任務導向的活

動(e.g., 談公事)，則不是本研究對象，刪除之。 

 

以下將詳細說明研究對象之招募方式。本研究的招募方式為雇用一批大學工

讀生將問卷發放給大學校園內的大學生及那些工讀生的親朋好友。為了增加上班

族的樣本，研究者亦會僱用已經在上班的朋友協助徵募受訪者，請其發放問卷給

同事及親朋好友填答。本研究的問卷調查進行程序如下：招募者會先告知本研究

的目的為”希望了解消費者在服務店家中休息放鬆的經驗，請有相關經驗及願意參

與的人們幫忙填答問卷”。會先徵得招募對象同意，再進行填寫，不會在未經同意

下直接發問卷給研究對象。研究者將告知工讀生不可以請老師在課堂上發問卷給

學生以避免產生學生因社會壓力而參與研究的現象，此外也會請工讀生在發問卷

時告知潛在參與者本研究研究的目的，並強調本研究會確保參與者的自願參與並

符合匿名與保密原則。亦會告知參與者隨時可以反悔，離開研究，並會銷毀問卷。

工讀生將檢查參與者是否有漏填，若有漏填，則會提醒參與者填答，若參與者對

於問卷內容有疑問，工讀生會嘗試解釋之，如果解釋後參與者還是不願填答，則

尊重參與者的意願，該問卷即作廢。另外，將會給予研究參與者 10 元左右的原子

筆(研究一)、100 元現金(研究二)作為感謝其參與本研究的小禮物。工讀生的獎酬

將採取按件計酬，發一份有效問卷 20 元(研究一)~30 元(研究二)，並會在招募面

試時講清楚有效問卷的定義及釐清相關問題。有效問卷的定義為: 沒有都填一樣

的答案、沒有漏填、沒有在單選題勾選多個選項。 

 

三、研究變數的衡量 

(一) 恢復體驗量表發展 

發展量表的流程簡單回顧如下。Churchill (1979)提出了發展多問項量表 (Multiple-

Item Scales)的指南，可以分為明確定義構念的定義域  (Specify Domai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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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產生樣本問項 (Generate Sample of Items)、蒐集資料 (Collect Data)、

純化量測 (Purify Measure)、蒐集資料 (Collect Data)、評估信度 (Assess Reliability)、

評估效度 (Assess Validity)與發展規範 (Develop Norms)這幾個階段。構念定義時

需要回顧大量文獻，讓定義域愈明確愈好。問項產生時可以透過經驗調查、重要

事件法、焦點群體等方法。純化量測時會透過 Cronbach’s Alpha Coefficient (α) 檢

測以及探索式因素分析 (EFA)。評估信度時要用新的資料再次用α。效度評估時

可以透過多屬性多方法矩陣 (Multi-Trait-Multi-Method Matrix (MTMM 矩陣)檢驗

收斂效度與區別效度。構念效度的檢驗還包括將新發展的量表和理論上有關的量

表做相關或迴歸。Gerbing and Anderson (1988)將 Churchill (1979)的量表發展流程

做了更新，他們認為應該加上單一構面性的檢驗，這應該要用驗證性因素分析 

(CFA)來做。他們亦指出α應該在 CFA 後做，因為單一構面性必須要滿足才能做

Alpha 而 CFA 就是用來檢驗單一構面性。問項總分的相關也是需要滿足單一構面

性才能用。此外，他們也指出可以用 Anderson and Gerbing (1988)的兩階段分析法

來做構念效度的檢驗。Hinkin (1998)也提出量表發展流程的教導手冊，可以分為

問項產生 (Item Generation)、問卷發放 (Questionnaire Administration)、最初問項

刪減 (Initial Item Reduction)、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收

斂區別效度 (Convergent/Discriminant Validity)與複製 (Replication)這幾個步驟。明

確而言，問項產生階段包括演驗法  (Deductive Scale Development)、歸納法 

(Inductive Scale Development)、問項發展  (Item Development)、內容效度評估 

(Content Validity Assessment)、問項數目  (Number of Items)與量表尺度  (Item 

Scaling)的決定。問卷發放時需決定樣本數 (Sample Size)。最初問項刪減可以透過

EFA、α。CFA 主要是在檢驗前面幾個量表發展步驟是否被適當地執行，也是以

一種較 EFA 嚴格的方式檢驗單一構面性。收斂區別效度可以用 MTMM 法檢驗。

複製則是指使用新的樣本也可以在 CFA、α、收斂區別效度上得到類似的結果。 

 

以上所回顧的量表發展流程之相同相異之處如下所示。Churchill (1979)、

Gerbing and Anderson (1988)與 Hinkin (1998)的步驟裡面都有包含構念定義、產生

問項、純化問項、評估效度與信度的階段。同中有異的部分在於 Hinkin (1998)將

構念定義和產生問項階段視為是同一個階段，Churchill (1979)、Gerbing and 

Anderson (1988)則認為是分開的階段。在問項純化的階段 Churchill (1979)、Ger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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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nderson (1988)及 Hinkin (1998)持較不同的看法。Churchill (1979)認為潔淨問

項要先做α再做 EFA，以避免 EFA 的結果會因為很多垃圾問項而變得很糟；Hinkin 

(1998)則是指出先做 EFA 再做α，因為信度要滿足單一構面性下才能做，而 EFA

可以粗淺的檢驗單一構面性的假設是否有達成。Gerbing and Anderson (1988)與

Hinkin (1998)的想法較為類似，也指出單一構面性達成下才能計算α，但 Gerbing 

and Anderson (1988)更嚴格地指出EFA無法檢驗單一構面性達成與否，要使用CFA

才能檢驗。在評估效度階段，Churchill (1979)與 Hinkin (1998)建議使用 MTMM 評

估收斂與區別效度，Gerbing and Anderson (1988)則建議使用兩階段法的方式，也

就是用 CFA 做收斂與區別效度的評估。Churchill (1979)、Gerbing and Anderson 

(1988)與 Hinkin (1998)的量表發展流程較大不同之處如下。第一，相較於 Churchill 

(1979)與 Gerbing and Anderson (1988)，Hinkin (1998)多了一個複製的步驟，因此經

由 Hinkin (1998)步驟下發展出的量表會較具有一般性。第二，相較於 Churchill 

(1979)，Gerbing and Anderson (1988)與 Hinkin (1998)將單一構面性的檢驗視為是

量表發展一個很重要的步驟，因此會做 CFA，Churchill (1979)則對於單一構面性

沒有著墨。 

 

    經由上述回顧與比較，發現三種量表發展流程有很多共同之處且不同之處也

不至於到達互斥的地步，因此，三種量表發展流程可以整合起來，以截長補短。

本研究整合量表發展流程為: 構念定義、問項產生、問項純化、單一構面性與信

效度檢驗這四個步驟 (如圖 3-2 所示)。此外，由於 Hinkin (1998)指出新量表需要

有外在效度，亦即量表的因素結構、信效度結果都能在多個樣本下被複製，本研

究在量表發展的 EFA 與 CFA 階段盡量使樣本多元，以讓新量表具有外在效度。

接著，將四個步驟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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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本研究採用的量表發展流程 

資料來源：參考 Churchill (1979)、Gerbing and Anderson (1988)與 Hinkin (1998) 

 

 

1. 構念定義

•文獻

•訪談

2. 問項產生

•既有量表、訪談產生問項

•內容效度前測(專家、消費者)

•問項數目、尺度選擇

•問項發展

3. 問項純化

•探索性因素分析(EFA) (第一波資料，樣本數
200左右，背景多元)

4. 單一構面性、信效度檢驗

• 驗證性因素分析(CFA)、信度分析 (CR、α)
• 除第一波資料外，亦使用另一組樣本(第二波
資料，250人左右，背景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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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念定義 

將採用 Churchill (1979)與 Hinkin (1998)的建議，透過歸納法與演繹法來定義恢復

體驗。歸納法通常是透過深度訪談的方式請受訪者描述感興趣的現象或感受，並

進而萃取出構念的構面與內容，這也呼應 Churchill (1979)提出的經驗調查

(Experience Survey)。本研究將訪問有在服務店家內休息放鬆經驗的消費者，請他

們分享放鬆經驗的內容。演繹法則是指透過廣泛的文獻閱讀了解構念的內容。本

研究將回顧過去大自然文獻中有關恢復體驗的定義與構面組成。 

問項產生 

問項產生可透過歸納法與演繹法。演繹法的方式是指經由相關文獻發展問項，這

裡本研究會採用過去在大自然恢復體驗的量表問項。歸納法則是經由受訪者的話

語中產生問項。本研究會根據訪談的結果，從受訪者的話語中產生問項。發展完

定義與問項後，接下來就是要做內容效度前測檢驗，這裡本研究採用專家與消費

者兩種角度進行，先做專家再做消費者。專家前測的部分是請專家們針對恢復體

驗構念定義將每一題問項歸類到最適當的構面中，歸類完後，會針對不一致的問

項討論，檢視是否要修正構念定義、問項表達方式，若某一題問項無法達成共識，

則給予刪除。也會請專家針對含糊不清的構念定義與問項做表達方式上的修正。

為了檢驗專家的評分者間一致性將會計算 Fleiss Kappa 指標 (Fleiss 1971)。經由專

家前測後，將會刪除一些不適當 (無法達成共識)的題項，再請消費者進行前測。

消費者前測的部分則參考 Anderson and Gerbing (1991)的實質效度 (Substantive 

Validity)檢驗，將樣本大小設為 12~30。將會請目標研究對象 (有在服務店家休息

放鬆的消費者)根據恢復體驗構面定義將每一題問項歸類到他們認為最適當的構

面中。之後會計算 Psv（Proportion of Substantive Agreement）與 Csv（Substantive 

Validity Coefficient）兩個指標。Psv 是反映正確指派的比例，也就是所有判斷者中

有多少人正確將某一題問項指派到它應該要指派的構面中，值會介於 0~1 之間，

愈高愈好。Csv 也是反映正確指派的比例，但還多考量了指派該問項到其他構面

中次數最高的 (最嚴重的交叉負荷)。計算方式是指派到正確構面的人數減去指派

到錯誤構面的人數最多的，再除以總人數，值會介於-1~1 之間，值愈靠近 1 表示

該題指派到研究者要的那個構面，值愈靠近-1 表示該題應是在測另外一個構面。

Csv 是可以檢驗統計顯著性的，Anderson and Gerbing (1991)有提供臨界值 (Cr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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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的計算方式。根據他們所說，若某一題沒有達到統計顯著性，該題可被刪除，

因為表示該題在未來 CFA 的表現會有嚴重的交叉負荷情形。本研究將會根據 Csv

的統計顯著性來做為刪除問項的依據。 

 

    有關問項的數目部分，一個構念應要有 4~6 題 (Hinkin 1998)，但是量表發展

的早期階段應該要列入較多”差不多”問項，刻意創造冗餘，比如同一個問項可以

用不同形式表達 (Churchill 1979; DeVellis 2003)，這樣做的好處為可以給未來多一

些選擇機會。Hinkin (1998)指出早期階段的問項數目會比最終量表多至少兩倍以

上，DeVellis (2003)則指出有四倍以上。本研究在量表發展早期階段將刻意製造冗

餘，以降低沒有列入最適當問項的機率，在量表發展晚期，將追求一個構念 4~6

題問項。量表尺度選擇的部分，本研究選用 Likert-Type 量表，因為這種量表適合

用在問卷研究 (Cook et al. 1981)、行為研究 (Kerlinger 1986)與運用因素分析的研

究 (Hinkin 1998)，本研究滿足上述三個條件。根據 Hinkin (1998)的建議，本研究

採用五點尺度。回應尺度從非常同意、同意、普通 (Neither Agree Nor Disagree)、

不同意到非常不同意。 

 

    問項發展是指發展問項時需要符合一些原則以產生好的題目，避免不好的題

目，問項發展的原則則參考 DeVellis (2003)與 Peterson (2000)建議的問項發展準則。

跟據 DeVellis (2003)，好題目應該是要能測量到構念、不含糊、不可太長、閱讀容

易、不引導別人、盡量不用反向題。根據 Peterson (2000)的 BRUSO，優質問題應

該要簡潔 (Brief)、攸關 (Relevant)、清楚 (Unambiguous)、明確 (Specific)與客觀 

(Objective)。 

問項純化 

本階段會先進行 EFA 再進行α，這主要是因為α的計算是立基在單一構面性滿足

的條件下才可以執行，而 EFA 可以粗略的檢視單一構面性的滿足程度(Hinkin 

1998)。EFA 的結果可能會隨著因素萃取方法與轉軸方式而有所變化。本研究參考

Hair et al. (2010)的建議，採用多種因素萃取方法與轉軸方式組合，由於 EFA 主要

的因素萃取方法為主成分法或是共同因素法，轉軸方式可以為直交或是斜交法，

因此本研究將會嘗試這幾種組合，找出符合簡單結構、問項共同性大於 50%、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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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解釋變異大於 60%的結果。若有多種可能的結果，則以最具理論可詮釋性的結

果為主要的考量。詳細的分析細節如下。根據 Hinkin (1998)的建議，EFA 應該以

簡單結構為目標下保留那些清楚地、單單地負荷在一個適當因素上的問項。簡單

結構的達成主要就是要刪除『負荷不足』或是『交叉負荷嚴重』的問項。若某一

題在所有因素的因素負荷量都低於 0.40，則因為負荷不足，該題應該給予刪除。

如果某一題負荷到多個因素且都有 0.40 以上的負荷量，該題有交叉負荷的問題，

應給予刪除。應該保留的題目只會在一個因素上有 0.40 以上的負荷量且與在其他

因素的負荷量差距至少要有 0.40 以上。另外，共同性分數 (Communality)也是一

個參考指標，可刪掉共同性分數低於 0.50 的問項，因為那表示該題的總變異中由

共同變異解釋的比例甚低 (Hinkin 1998)。除了以題項為單位分析外，也可以整體

看所有問項的總變異被所有共同因素解釋的比例，應該要大於 0.60 (Hinkin 1998)。

因素分析的樣本數至少要 200 以上 (Hinkin 1998)。 

 

    EFA 後，可用α刪除每個構面下冗餘的問項 (Hinkin 1998)。就某個構面而言，

若刪除某題後，α不會下降很多，則該題為冗餘的問項，在不喪失構念內容效度

的前提下，可以刪除之。詳細的分析流程為: 1.檢視刪除構面下的某題目對α下降

的程度，並找出影響較小的幾題問項。2.考量刪除題項是否會使構念的內容效度

喪失，決定刪除某題。3.刪除某題後，重複 1,2 的流程直到刪除任何一題都會讓某

構面的α下降較多且會喪失概念內容效度為止。構面的α值須大於 0.70。 

 

    此階段的量表也會做一個初步的效標關聯效度的檢驗。選用的效標為『愉悅

情緒』。過去文獻顯示恢復體驗和愉悅情緒有正向關係。Kaplan and Kaplan (1989)

指出一個恢復的環境應是一個讓人愉悅的環境。本研究將檢驗恢復體驗及恢復體

驗各個構面與愉悅情緒之間的關係，應為正向關係。 

單一構面性與信效度檢驗 

本階段需使用和剛剛EFA階段時不同的樣本，約250人。參考Gerbing and Anderson 

(1988)與 Hinkin (1998)的建議，使用 CFA 檢驗單一構面性是否成立，這裡將會檢

驗多個配適度指標，如 Normed χ2、CFI、NNFI、RMESA 與 SRMR，確認其達

到適當的門檻。此外，將會使用目標係數(Target Coefficient)亦會比較恢復體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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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階模式與一階模式的配適度，又可分為 TC1 與 TC2 (Marsh and Hocevar 1985; 

Marsh 1987)。TC1 的計算方式是將低階因素模式的卡方值除以高階因素模式的卡

方值；TC2 的計算方式是將限制因素間無關的低階模式卡方值減去高階模式的卡

方值後再除以限制因素間無關的低階模式卡方值減去低階模式卡方值。TC1與TC2

愈接近 1 表示二階模式可以解釋一階因素間共變程度高，二階模式可在不會喪失

過多資訊的情況下達到精簡的目的。單一構面性通過後，將會按照 Gerbing and 

Anderson (1988)的建議使用 CFA 來看收斂效度與區別效度。收斂效度是指問項要

顯著地與所屬構念有相關，將會看因素負荷量的 t 值是否大於 1.96 (Anderson and 

Gerbing 1988)。區別效度是指構念間應該是要有相關但要有區別性，將會使用信

賴區間法檢驗兩兩構念的 95%信賴區間是否包含 1，若皆無包含表示區別效度有

過 (Anderson and Gerbing 1988)。接著，進行α的評估，需要達到 0.70 以上 (Hinkin 

1998)。除了α，亦會計算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gy (CR))值，需達到 0.60 以

上(Bagozzi and Yi 1988)。 

 

    構念效度的達成除立基在信度與收斂與區別效度外，尚須將新的量表和理論

上相關的前因與後果部分做連結，亦稱為理論效度(Nomological Validity)，這個部

分將會在研究二進行，將會根據注意力恢復理論(ART)將恢復體驗與後果 (注意力

幸福感)連結，根據展望庇護(PR)理論將恢復體驗與前因 (人際融洽、其他顧客相

似性、其他顧客不良行為、其他顧客外表吸引力、服務人員顧客導向、服務友誼)

連結。研究二將會需要再使用另外一組新的、背景不同的樣本，以確保量表的外

在效度。在研究一，會簡單做一個效標關聯效度的分析，亦即檢驗是否新的恢復

體驗量表的分數會與相關效標有關係。注意力幸福感(Attention-Related Well-Being)

與環境偏好 (Environmental Preference)為效標。Kaplan and Kaplan (1989)指出環境

若能帶來恢復體驗，就會讓人們偏好該環境，Laumann et al. (2001)在大自然的情

境下實證恢復體驗面向與環境偏好度有正向的關係。因此，恢復體驗與環境偏好

應有正向關係。過去研究指出恢復體驗與注意力相關的指標之間有關係。

Rosenbaum (2009a)在商業場所的研究中指出恢復體驗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的症狀

有負關聯。Rosenbaum et al. (2014)在安養院的研究情境中指出恢復體驗會負向影

響疲乏，其中一個疲乏面向就是有關注意力的心靈疲勞。因此，恢復體驗應會和

心靈疲勞呈現負相關。根據上述文獻，新的恢復體驗量表應該要與環境偏好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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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關係，與分心程度的指標有負向的關係。 

 

    此階段亦會檢驗共同方法變異的影響，進行共同方法變異分析(CMV 分析)。

本研究參考 Williams et al. (2010)提出的 CFA Marker 技術的三階段分析流程，因

為其最為有系統的分析流程。第一階段為模式比較，會做五個 CFA 模式，分別介

紹如下。第一個模式為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CFA Model)，此模式包括理論因子與

淺在標示(Latent Marker)因子的 CFA。第二個模式為基礎模式(Baseline Model)，此

模式會將 Latent Marker 的衡量參數(Measurement Parameters)設定為 CFA Model 所

估計的值，這樣的目的是使 Latent Marker 的意義不會喪失。此外，Latent Marker

與理論構念的關係設定為 0 ，這是為了模式 Identification 所需。第三個模式為

Constrained Model (C-Model)，C-Model 是在 Baseline Model 的基礎下，去估計

Latent Marker 對理論構念下問項的影響(稱為 Method Factor Loadings)，並假設

Latent Marker 對每題理論構念下問項之影響相等，又稱為 Noncongeneric Model。

第四個模式稱為 Unconstrained Model (U-Model)，此模式是在 Baseline Model 的

基礎下，去估計 Latent Marker 對理論構念下問項的影響(Method Factor Loadings)，

並假設 Latent Marker 對每題理論構念下問項之影響不相等，又稱為 Congeneric 

Model。第五個模式稱為 Restricted Model (R-Model)，此模式和 C-Model 或 U-Model

類似 (跟哪一個是看資料的配適是符合哪一個模式)，但是構念間的關係被設定為

Baseline Model 下所估計出來的關係。五個模式估出來後，會作模式比較。首先是

C-Model 與 U-Model 之間的比較，若 U-Model 的配適度顯著高於 C-Model，則選

U-Model，反之則選擇 C-Model。接著會檢驗 CMV 是否存在。若 C-Model 或 U-

Model 的配適度顯著好於 Baseline Model 則表示 CMV 是存在的。若 CMV 存在，

則需進一步檢驗是否 CMV 會使構念之間的關係產生偏誤。若 C-Model 或 U-Model

的配適度顯著好於 R-Model 則表示 CMV 會使構念間關係產生偏誤。若有偏誤，

則需使用修正後的構念相關(即 C-Model 或 R-Model 估出的相關)。第二階段為信

度拆解。考量 Latent Marker 下，可進一步將組合信度拆解為來自於理論變異的信

度與來自於方法變異的信度(CRtotal=CRsubstantive+CRmethod)，可檢視信度被方法變異

膨脹的程度。第三階段為敏感度分析。此階段將檢視構念間的關係是否會因為方

法負荷量的抽樣誤差產生變化。將會建立模式 S(Model-S)，Model-S 即是將 Model-

C 或 Model-U 下的每題的未標準化因素負荷量取 95%或 99%的信賴區間，取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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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然後強制設定因素負荷量等於這些上限值，看看因素關係是否會產生改變。 

 

(二) 效標的衡量 

環境偏好度 (Environmental Preference)根據 Laumann et al. (2001)所說即為在環境

中停留的傾向，概念上類似接近意圖。因此，本研究採用 Rosenbaum et al. (2014)

的量表，用三題衡量。心靈疲勞 (Mental Fatigue)參考 Hartz et al. (2003)所發展的

量表，以四題衡量。效標的衡量皆採用 5 點李克特尺度。效標問項列於附錄一。 

 

(三) 方法因子的衡量 

正向情感特質(Positive Affectivity)、負向情感特質(Negative Affectivity)與社會期許

(Social Desirability)是常被選用作為共同方法變異檢驗的共同方法因子(Williams 

and Anderson 1994)。本研究列入的方法因子為正向情感特質，因本研究構念較多

反映正向的情緒。正向情感特質亦與本研究中欲檢驗的理論構念並無理論上的相

關性，過去研究亦無實證模式連結正向情感特質與本研究理論構念之間的關係，

因此正向情感特質適合做為一個 Marker 構念 (Williams et al. 2010)。社會期許較

常被使用於敏感議題或是以員工為研究對象的情境(因員工較會在意自己在別人

眼中的表現)，本研究並非屬於敏感議題，亦非以員工為研究對象，因此本研究不

採用社會期許作為共同方法因子。正面情感特質反映人們生活中最常經歷的情緒

狀態，是一種情緒傾向(Disposition)。採用 Watson et al. (1988)的量表，以十題衡

量，五點尺度，請受試者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以下情緒的頻率，頻率從『一點也

不』，『一點點』，『中度』，『相當多』到『非常多』，問項列於附錄一。 

  

7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三節 研究二: 恢復體驗前因後果檢驗 

一、研究對象 

與研究一雷同，將針對在商業場所休息放鬆的消費者。樣本數預計 300 人以上。 

 

二、抽樣流程 

抽樣流程和研究一雷同，差異之處如下。將會請受試者針對半年內印象深刻的一

次和『群體同去』休息放鬆的服務店家進行回答。群體被定義為兩人以上，可能

是朋友、家人、親戚、同事/同學、情侶等。服務店家的定義與研究一中的定義一

致，亦會請顧客寫出店家的名稱。和研究一作法一致，會設立篩選題。在回答注

意力幸福感相關問項時，會請參與者根據去完剛剛所提商業場所之後的感受回答。 

 

三、研究變數的衡量 

所有構念的問項皆以五點李克特尺度衡量。為了避免 CMV 中的一致性偏誤，將

會先詢問本研究中的應變項(恢復體驗)再詢問自變項(服務環境人際因素)。恢復體

驗是二階構念，其他皆為一階構念。前因後果變項與控制變項的問項已經由 3 位

專家根據 DeVellis (2003)與 Peterson (2000)的問項發展準則修正問項的用字遣詞。

有關前因後果的衡量問項請參考附錄二。有關控制變項的衡量問項請參考附錄三。 

 

(一) 恢復體驗的衡量 

恢復體驗的衡量將使用研究一所發展的新量表。 

 

(二) 前因後果變項的衡量 

修訂 Puccinelli and Tickle-Degnen (2004)及 Gremler and Gwinner (2000)量表，來衡

量人際融洽 (Rapport)，以十題衡量。服務友誼的問項則採用 Butcher et al. (2001)

的量表，以四題衡量。顧客導向、銷售導向將修訂 Thomas et al. (2001)的精簡版量

表，各以五題來衡量。採用 Brocato et al. (2012)的問項來衡量其他顧客相似性

(Similarity to Other Customers)、外表 (Physical Appearance of Other Customers)以及

行為適當性(Suitable Behavior of Other Customers)，各以 5 題、4 題以及 4 題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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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 Kaplan (2001a)的量表問項來衡量注意力幸福感，原始量表是用在大自然

的情境，並衡量人們注意力幸福感的一般長期狀態，本研究將此量表運用到服務

業的情境，並請受試者針對離開服務店家後的感受回答，因此是衡量注意力幸福

感的短期狀態。注意力幸福感包括有效運作 (Effective Functioning)、感覺和平 (At 

Peace)與分心 (Distraction)三個構面，有效運作以 13 題衡量，感覺和平以 6 題衡

量，分心以 6 題衡量。衡量問項請參考附錄二。 

 

(三) 控制變項的衡量 

實體服務場景的衡量則參考 Hooper et al. (2013)發展的量表，該量表將實體服務場

景分為設備(Equipment)、設計(Design)、空間(Space)、周遭環境(Ambience)與清潔

(Cleaniness)五個面向，並認為此五面向具有一般性，可適用較多元的服務店家類

型。刪除 1 題冗餘的問項，以 15 題衡量實體服務場景，衡量的問項包括實體環境

中的軟體與硬體部分。實體產品品質則採用 Brady and Cronin (2001)的量表以 3 題

衡量。採用 Cheek and Buss (1981)的量表，以五題來衡量社交性。社交性被定義為

人們想和其他人在一起的慾望。衡量問項請參考附錄三。 

 

(四) 分析方法 

將採用 Anderson and Gerbing (1988)的兩階段分析法來驗證衡量的品質與實證本

研究的假設。第一階段是檢驗測量模式的模式配適度以及藉由驗證性因素分析

(CFA)評估信度、收斂效度及區別效度。卡方統計量以及其 p-value, RMSEA、SRMR、 

CFI 及 NNFI (Bentler and Bonett 1980)等指標將會被使用來評估模式的配適度。組

合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被使用作為評估信度的指標。將檢驗收斂效度與區

別效度，需大於 0.60 (Bagozzi and Yi 1988)。收斂效度的檢驗將使用 t 檢定，所有

問項的因素負荷量應該要顯著和所屬構念有關 (t >1.96)。區別效度的檢驗則使用

信賴區間法，兩兩構念間的相關估計值之 95%信賴區間應不可包含 1 (Anderson 

and Gerbing 1988)。第二個階段為使用線性結構模式驗證假設。此外，由於 PR 理

論指出社會因素與恢復體驗的關係，ART 指出恢復體驗與注意力幸福感的關係，

恢復體驗似乎會中介社會因素與注意力幸福感之間關係，本研究檢驗之。將會運

用卡方檢定檢驗恢復體驗的中介角色是部分中介或是完全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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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一結果: 恢復體驗量表發展 

第一節 構念定義 

根據 Hinkin (1998)的建議，在定義構念時可採用演繹法與歸納法兩種方式，以使

構念定義較為周延。演繹法的部分，本研究廣泛回顧大自然領域中有關恢復體驗

的文獻，發現恢復體驗被定義『人們因為環境或活動的因素而感到有趣、安心，

進而重新得力(Renewal of Strength)的過程』。重新得力是指人們心境上的更新: 

從心靈疲勞的狀態轉換到能量滿滿的狀態。恢復體驗可以分為四構面-逃離 

(Being away)、延伸性 (Extent)、迷戀 (Fascination)與相容性 (Compatibility)。逃

離又可以分為暫時逃離 (Escape)與新奇 (Novelty)子構面。延伸性又可以分為範

疇 (Scope)與一致性 (Coherence)兩個子構面。迷戀又可以分內容迷戀 (Content 

Fascination)與過程迷戀 (Process Fascination)兩個子構面。相容性可以分為動機相

容 (Motivation Compatibility)、能力相容 (Competence Compatibility)與心智模式

相容 (Mental Model Compatibility)三個子構面。 

 

    歸納法的部分，本研究訪問了 24 位受訪者。受訪者特性彙整於附錄四並簡述

如下。性別的部分，男生 10 名，女生 14 個。職業的分配，學生有 14 個，其他多

為上班族。分享的服務店家類型數量為咖啡廳 10 個、餐廳 6 個、書店 5 個、電影

院/影城 4 個、購物中心或百貨公司 2 個、大賣場 1 個、KTV 2 個、釣蝦場 1 個 

(每位受訪者可以分享多個服務店家，每種店家類型在每個人只計算一次)。咖啡

廳、餐廳、書店與電影院/影城佔較多比例。女生多以咖啡廳與餐廳為主要放鬆之

地，男生則較不會。訪談大綱列於附錄五。訪問時會請受訪者描述在某服務店家

的放鬆經驗，並詢問恢復體驗的前因與後果。將重點放在得知恢復體驗的本質與

前因部分，訪問時首先會讓受訪者自由發揮，若受訪者沒有講到研究者想知道的

恢復體驗面向或是促成恢復體驗的人際因素，研究者才會詢問之。訪談結果顯示，

在服務店家中的恢復體驗有暫時逃離、新奇、內容迷戀、過程迷戀、一致性、動

機相容、心智模式相容與愉悅情緒。此外，範疇性似乎不是恢復體驗本身，是前

因。每一個恢復體驗的面向與受訪者話語之間的對應請見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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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受訪者的話語，可以得知恢復體驗包含的面向多和既有大自然文獻所說的

面向一致，在大自然與服務店家中都會有暫時逃離，受訪者指出到服務店家中會

暫時不用想令他們煩的事物，主要是課業、工作、日常生活瑣碎事。而服務環境

相較於大自然環境在新奇、內容迷戀、動機相容、能力相容與一致性有些概念上

不同之處。有關新奇，受訪者雖提到來到一個和平常不太一樣的環境，但是卻會

將重點放在在服務環境中所做的新鮮有趣之活動，如在 KTV 中可以盡情大聲唱

唱跳跳、在早午餐店可以看一些平常不會接觸的藝文雜誌、在咖啡店裡可以邊喝

咖啡邊坐在椅子上看窗外的人群走動。有鑑於此，在服務環境中的新奇，應該是

活動產生的新奇感；在大自然環境中，新奇面向在過去文獻被定義為來到一個不

一樣的環境，做一些不同的活動，包含的定義較廣，有活動新奇感加上實體環境

的轉換部分。內容迷戀的部分在大自然中似乎只是針對實體的環境 (大自然本身)，

可是在服務店家中除了實體環境的因素，還會包括產品 (食物與相關周邊)與人物 

(美麗、可愛的人或動物)相關的因素，因此內容迷戀可以說在服務店家中有較廣的

範圍。此外，受訪者在描述內容迷戀概念時多用新鮮的人事物、特別的、新的事

物。較少受訪者(只有三名)會提到一致性，且會傾向於用負面描述的語句來說明，

譬如，覺得這個地方很怪、有不協調感。而在大自然的文獻中，一致性多用正面

描述的語句，像是環境給人連貫的感覺 (Laumann et al. 2001)。受訪者亦會提到範

疇，但主要是來自於店家提供很多選擇，像是產品很多元、位置很多種可以選，

也有提到空間很大。但是，受訪者似乎認為範疇不是恢復體驗本身，而是前因，

例如產品種類多可以讓他享受在選擇的過程，這表示範疇帶來過程迷戀。動機相

容而言，服務店家中的受訪者多指出在環境中可以按自己的意圖行事，譬如，事

情會按照我要的方式進行、可以自由自在做我要做的事；大自然文獻中，主要是

強調環境與個人之間的搭配。因此，動機相容在大自然與在服務店家中雖都有環

境與個人雙方，但彼此的地位不同。在服務店家中，似乎自我的地位比環境重要。

幾乎沒有受訪者提到能力相容，只有一名。受訪者指出在店家中他可感覺到一切

都在他的控制之下，這符合大自然環境下的能力相容定義。然而，和動機相容類

似，服務環境相對於大自然環境下的能力相容比較強調自我的成分，有一種我要

主宰環境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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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大自然與服務環境中恢復體驗面向的比較 (根據文獻與訪談結果) 

恢復體驗面向 大自然環境 服務環境 服務環境下恢復體驗差異之處 
逃離  暫時逃離與新

奇感 
暫時逃離與

活動新奇感 
新奇是來自於活動 

迷戀 內容迷戀 內容迷戀、過

程迷戀 
多了過程迷戀。內容迷戀範圍

大，包括產品、實體與人際因素 
延伸性 一致性 一致性 較少被提及且多用負面敘述描

述一致性 
相容性 動機相容與能

力相容 
動機相容與

心智模式相

容 

多了心智模式相容。幾乎沒有

提到能力相容。動機相容、能力

相容皆指出在服務店家中自我

的重要性大於在大自然的環境 
情緒 無此面向，但有

一篇質性研究

指出可能有興

奮及放鬆情緒 

愉悅情緒 偏向愉悅情緒 

 

    根據訪談內容，服務店家相對於大自然的恢復體驗較有明顯差異的地方在於

『過程迷戀』與『心智模式相容』與『愉悅』這三個部分。過程迷戀是指顧客會

沉浸與享受地進行他們的活動。受訪者會強調他們在裡面進行的活動(和朋友互動、

享受服務消費等)讓他們很享受，像是可以像公主一樣癱在沙發椅子和朋友一起抱

著熊熊娃娃喝酒、和朋友互嗆等，受訪者指出他們可以在裡面沉浸於做輕鬆的事

情，這點和大自然很不同。大自然環境的恢復體驗文獻中，過程迷戀似乎不是重

點，內容迷戀才是重點，因為強調大自然的美麗與壯觀吸引人們的非自願注意力。

大自然的恢復文獻中雖有提到過程迷戀，但是沒有明確定義，相關描述較少，且

在既有恢復體驗量表中亦沒有過程迷戀的面向。心智模式相容在服務店家中很常

被受訪者提及，也就是在裡面不用擔心自己的行為是否是不適當的，不用小心翼

翼，不用多想什麼，大自然的文獻對於心智相容則較無討論，既有量表也尚未將

此面向正式列入恢復體驗的面向之一。大自然的恢復體驗構面中沒有情緒面向，

在服務店家中則顧客常會提到與愉悅有關的情緒就是種放鬆。Scopelliti and 

Giulian (2004)曾經做一個有大自然以及人造建物中的探索性研究描述恢復體驗，

建議恢復體驗應該加上情緒構面，應有放鬆情緒與興奮情緒，這表示情緒面向可

能為恢復體驗中不可忽視的面向。經由訪談發現在服務店家中這種恢復體驗的情

緒多和愉悅情緒有關。服務環境與大自然環境之恢復體驗面向比較如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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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恢復體驗構面初步定義 (根據文獻與訪談結果) 

構面 定義 
暫時逃離 心理上不用去想日常生活中惱人的事物、責任或義務 
新奇 身體上來到了一個不同的環境，做一些平時不太會做的事情 
內容迷戀 服務環境(服務店家中的人事物)中具有直接迷人屬性(directly fascinating 

qualities)，這些屬性可以馬上吸住顧客的目光，無需刻意去注意 
過程迷戀 在服務環境中顧客沉浸、享受於進行某些活動 
一致性 服務環境中所有元素(人事物)的相關一致程度，認知上的協調感。 
動機相容 服務環境中顧客的意圖可以被達成，可以平穩不受阻礙的做自己要做

的事。 
心智相容 服務環境中顧客不用擔心自己行為的適當性，無須對自己先前的行為

產生懷疑 
愉悅 顧客在服務環境中經歷的愉悅相關情緒 

 

表 4-3  恢復體驗構面修正後定義 (根據第一次專家意見修正) 

構面 定義 
暫時逃離 心理上不用去想日常生活中惱人的事物、責任或義務。 
新奇 來到了一個不同的實體環境中，做一些平時不太會做的事。 
內容迷戀 服務環境(服務店家中的人事物)中具有直接迷人的無形或是有

形屬性，這些屬性可以馬上吸住顧客的目光，無需客刻意去

注意。 
過程迷戀 在服務環境中顧客沉浸、享受於進行某些活動。 
一致性 服務環境中所有元素(人事物)的相關一致程度，具有協調感。 
動機相容 服務環境中顧客的意圖可以被達成，可以平穩不受阻礙的做自己要做

的事。 
心智相容 服務環境中顧客心智模式的簡單-複雜程度。簡單時，顧客可以根據直

覺採取行動，無須多餘的思考；複雜時，顧客必須不斷檢視自己行為

的適當性。 
能力相容 服務環境與顧客能力之間的搭配程度。 
愉悅 顧客在服務環境中經歷的愉悅相關情緒 

 

本研究根據文獻及訪談結果，將恢復體驗定義如下，各構面之定義列於表 4-2。 

 恢復體驗 (Restorative Experience): 

『人們因為環境或活動的因素而感到有趣、安心，進而重新得力(Renewal of 

Strength)的過程』。重新得力是指人們心境上的更新: 從心靈疲勞的狀態轉換

到能量滿滿的狀態。 

  

8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二節 問項產生 

本研究採用演繹法與歸納法的方式產生問項。演繹法部分，回顧大自然領域中有

關恢復體驗主要的量表 (Hartig et al. 1996 與 Laumann et al. 2001)，初步產生 10 題

逃離問項 (暫時逃離與新奇)、14 題迷戀問項 (內容迷戀)、8 題一致性問項與 10

題相容性問項 (動機與能力相容)。有關愉悅情緒的問項，則參考 Mehrabian and 

Russell (1974)有關愉悅的問項，有 4 題。歸納法的部分，從受訪者口中產生出各

構面相關的問項，初步產生 13 題逃離問項 (暫時逃離與換環境)、18 題迷戀問項 

(內容迷戀與過程迷戀)、2 題一致性問項與 18 題相容性問項 (動機與心智模式相

容)。有關愉悅情緒的問項，有 4 題。總的而言，初步問項共有 101 題，演繹法得

來的問項共有 46 題，歸納法得到的問項共有 55 題。 

 

    本研究請五位專家來評估初步問項的內容效度。五位專家皆為博士候選人。

儘量使專家背景多元，以免產生偏狹的觀點，五位專家中有兩位行銷領域、一位

人資領域、一位組織策略領域及一位科管領域。初步的結果指出五位專家在 101

題問項的指派上評分者間一致性為 0.65 (Fleiss’s Kappa)，具有實質的一致性 

(Substantial Agreement) (Landis and Koch 1977)。針對不一致的問項(沒有全部人都

有共識的問項)逐題討論，以求達成共識。專家訪談的時間為三個小時，過程中因

專家領域多元產生較多不一致，但多可以達到共識。沒辦法達到共識的問項有 10

題，刪除之，剩下 91 題問項。專家前測結束後，根據專家的建議將恢復體驗構面

的定義做了修正，將語意模糊的問項修正之，經由修正後的定義列於表 4-3。即使

訪談的結果指出能力相容在服務店家中較少被提及，但專家建議還是列入相關問

項，因為有些動態的服務店家 (像是大魯閣棒球場)或是夜店可能會有能力相容的

議題，而訪談中幾乎都只是針對靜態的服務店家。有關於範疇與一致性是否為恢

復體驗面向或是前因，研究者解釋 Kaplan (2001b)的想法給專家聽，專家認為範疇

因既有量表沒有此面向且受訪者指出範疇為恢復體驗的前因，因此範疇應不是恢

復體驗本身，可以拿掉此面向，然而，一致性面向可以先暫時保留，因為仍有既

有量表有此面向。一致性面向是否拿掉端看後續階段問項的表現而定。專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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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訪談結果指出服務環境中的新奇主要是活動產生的，他們建議還是將換環境

面向也列入考量，因為受訪者還是有提到環境轉換。 

 

    專家內容效度前測後，剩下 91 題問項，接著，進行消費者前測。本研究商請

26 位目標研究對象來評估這 91 題問項的內容效度。目標研究對象是指有在服務

店家中休息放鬆的消費者。樣本特性列於下: 性別而言，男生有 10 位，女生有 16

位。職業而言，有 10 位大學生、7 位研究生、5 位上班族、1 位家庭主婦，有 3 位

為其他。根據 Anderson and Gerbing (1991)的建議計算每一題的 Psv 與 Csv 指標，

並進行 Csv 值的統計檢定。在人數為 26、α=0.05 時，Csv 的臨界值為 0.38，若

問項的 Csv 值小於 0.38 則該問項應給予刪除。經過計算，發現有 26 題問項的 Csv

值小於 0.38，這些題項理應給予刪除。仔細檢驗這些 Csv 值沒有過的問項，發現

以下現象。第一，相容性子構面 (特別是動機相容、心智模式相容)之間無法區別，

迷戀子構面 (內容迷戀與過程迷戀)之間也無法區別。有鑑於此，進一步將相容性

子構面與迷戀子構面合併，再針對所有問項再進行一次 Csv 值計算，結果發現有

13 題的 Csv 值小於 0.38。本研究選擇刪除 13 題，不刪除 26 題，主要的理由如下: 

根據 DeVellis (2003)的說法，問項發展早期階段應該留下較多問項，Anderson and 

Gerbing (1991)雖主張可以用 Csv 的統計顯著值來作為最初問項刪除的依據，但研

究者可以根據實務上的考量決定要保留幾題。經過消費者前測階段，剩下 78 題問

項，列於附錄七。 

 

    研究者舉辦第二次專家前測，邀請兩位專家，皆為博士候選人，一位行銷背

景，一位人資背景，皆有受過量表發展的訓練。此次前測的重點在於修正用字不

良的問項與刪除冗餘的問項。為確保專家們認知一致，在前測前先給專家們閱讀

DeVellis (2003)與 Peterson (2000)建議的問項發展準則。前測結果如下。第一，修

正 10 題問項的用字遣詞。第二，刪除 5 題冗餘問項。第三，新奇面向下能夠反

映有關“做不一樣的事情”的題項只有一題，過少，建議增加一題“我在這裡會做

一些在別的地方不會做的事”。專家亦提到新奇面向中有包含兩個概念，一個為

整體的環境更換，另外一個則為活動的新奇性，他們認為活動的新奇性此面向可

能會和過程迷戀呈現相關性，因為新奇的活動是會讓人享受與沉浸其中。此外，

專家認為過程迷戀的問項過少，建議可以參考心流經驗的量表，因為心流經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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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中有可以反映進行活動時沉浸的狀態。專家亦提及若考慮心流面向，原來動

機相容面向中提到顧客專心做活動與投入活動的問項可能歸類錯誤，這兩題應是

心流的問項。專家亦認為在這裡我不用做多餘思考這題也符合暫時逃離的概念定

義，並非原本所歸類的心智模式相容，他們認為看之後進行探索因素分析時問項

的表現決定其歸屬。經由第二次專家前測的篩選，最後剩下 74 題問項。 

 

    第二次專家前測後，研究者參考專家給予的意見並閱讀心流經驗相關文獻與

恢復體驗相關文獻後，再與服務行銷領域的專家討論。經由討論，認為過程迷戀

的衡量應再加上心流經驗的問項，才能達成概念上的內容完整性，因此與專家討

論後加入心流經驗的問項。參考 McGinnis et al. (2008)在服務情境下發展出來的心

流經驗量表，加入 6 題問項。另外，遵循第二次專家給予的意見，將原本歸類到

動機相容面向中有關專心做活動與對活動投入的 2 題問項歸類到心流部分。經由

文獻閱讀發現 Kaplan and Kaplan (1989)指出一個恢復的環境通常是令人感到愉悅

的環境，經由與專家討論後，決定愉悅面向並非恢復體驗的本身，應為其後果，

列為效標。此外，亦仔細檢驗所有問項的用字遣詞，做出小修正。經由內容效度

檢驗(專家與消費者前測)後，恢復體驗與愉悅的問項共有 80 題，恢復體驗以 73 題

衡量，為效標愉悅以 7 題衡量，將些題項給專家再次修正用字遣詞，修正了 16 題。

將經由內容效度檢驗後的問項彙整於附錄八，這些問項將被用於正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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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 

本階段目的在於探索恢復體驗量表的構面組成，並檢驗恢復體驗與效標-愉悅情緒

的關係，總共有 80 題問項。進行第一波的資料收集，第一波問卷如附錄九所示。

共回收 287 筆樣本，有部分樣本中在人口統計(問卷第四部分)、店家行為變數(問

卷第一部分)有遺漏值，但在主要變數(問卷第二、三部分)沒有遺漏值。本研究對

遺漏值採用成對(Pairwise)刪除的處理方式，亦即若受試者在人口統計及店家行為

變數有遺漏，但在主要變數沒有遺漏，該受試者還是可以被列入有效樣本；受試

者若在主要變數遺漏，則為無效樣本，刪除之。扣除主要變數”填答不完整”、”沒

有去過服務店家休息放鬆”及”在店家中進行任務導向的活動”的樣本後，剩下 268

筆有效樣本。 

 

    第一波樣本的人口統計特性簡介如下。到服務店家休息放鬆的樣本中，男生

占 40.2%，女生占 59.8%。就年齡而言，20 歲以下的占 23.5%，21~30 歲的占 47.4%，

31 歲以上的占 29.1%，在服務店家休息放鬆的受試者以年輕族群居多。教育程度

而言，國中以下占 3.5%，高中職占 14.2%，專科占 10.4%，大學占 61.9%，研究

所以上占 10%，約七成以上的受試者為大學學歷以上。就職業而言，建築占 2.2%，

製造占 3.4%，運輸、通訊、電力、天然氣、衛生服務占 3%，批發占 1.5%，零售

占 0.7%，金融、保險、房地產占 13.1%，服務(餐飲、休閒娛樂)占 17.2%，自由業

占 5.6%，軍公教占 7.9%，家管占 3%，待業中占 5.2%，學生占 33.7%，其他職業

占 3.5%，表示樣本較為多元，有學生與各種不同職業的受試者。就每月平均可支

配所得而言，未滿 5000 元占 27.1%，5000~10000 元占 14.1%，10001~30000 元占

20.8%，30001~50000 元占 31.3%，50001 元以上占 6.9%。 

 

    第一波樣本在服務店家的行為變數簡介如下。就受試者到服務店家休息放鬆

的店家類型而言，KTV 占 11.6%，游泳池占 0.7%，書店占 8.6%，SPA/按摩占 4.9%，

表演藝術占 1.9%，運動中心占 4.5%，夜店占 3.7%，電玩遊樂場占 0.4%，美容美

髮占 7.8%，電影院/影城占 11.6%，餐廳占 15.3%，百貨公司占 4.1%，演唱會占

2.6%，遊樂園/主題樂園占 2.6%，購物中心占 3.7%，咖啡廳占 10.1%，釣蝦場占

0.7%，其他占 5.2%(民宿、酒吧、超市等)，因此大多數的受試者選擇在餐廳、KTV、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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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院/影城、咖啡廳、書店、美容美髮等服務店家類型裡面休息放鬆。就消費頻

率而言，只有去過 1 次的有 14.2%，每周去 1 次的有 10.8%，每周去 2 次的有 3.4%，

每周去 3 次以上的有 2.6%，兩周 1 次的有 4.5%，3 周一次的有 4.1%，1 個月去 1

次的有 15.3%，每 2 個月去一次的有 15.7%，3 個月以上去 1 次的有 29.4%。就該

次消費時間長度而言，未滿半小時的有 1.1%，半小時到未滿 1 小時的有 7.8%，1

小時到未滿 2 小時的有 28%，2 小時到未滿 3 小時的有 32.8%，3 小時到未滿 4 小

時的有 16%，4 小時以上的有 14.3%。受試者去服務店家休息放鬆多是和人同去，

占 73.5%，自己去的占 26.5%。陪同的人多是朋友(58.5%)，再來是家人(18.5%)、

情侶(11.8%)，親戚(4.6%)、朋友與情侶(2.1%)、同事(2%)、朋友與家人(1.5%)、朋

友情侶與家人(0.5%)、其他(0.5%)。 

 

    針對 80 題問項(包括主要構念-恢復體驗與效標-愉悅)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由於探索性因素分析有兩種主要的因素萃取法(主成分分析/共同因素)及轉軸方式

(直交/斜交)，本研究採用的分析策略為採用多種因素萃取法與轉軸方式的組合，

然後以結果的可詮釋性、問項的共同性指標、總解釋變異量判斷因素分析的結果

之適當性。採用的因素個數判斷準則為 K1，每個因素的特徵值需要大於 1。問項

的共同性需大於 50%。累積解釋變異量必須大於 60% (Hinkin 1998)。為了達到簡

單結構(Simple Structure)，必須將轉軸後仍有負荷不足或有交叉負荷的問項刪除，

判斷標準為 0.4，亦即若問項的因素負荷量沒有一個大於 0.4 或問項的最高負荷量

和落在其他因素的負荷量差距不足 0.4 則刪除該問項(Hinkin 1998)。刪題時一次只

刪一題。分析流程是跑探索因素分析→刪題→再跑一次探索因素分析，直到達到

簡單結構為止，再對結果進行解釋。 

 

    本研究使用的因素萃取法與轉軸方法的組合主要有『主成分法搭配直交轉軸

(最大變異法)』、『主成分法搭配斜交轉軸(Promax 法) 』與『共同因素法搭配斜交

轉軸(Promax 法)』，以下分別列出這三種組合下已達成簡單結構的結果。『主成分

法搭配直交轉軸(最大變異法)』結果指出要萃取 6個因素，分別是內容迷戀(13題)，

暫時逃離(11 題)，動機相容(3 題)、心智模式相容(5 題)、心流(2 題)、活動新奇感

(3 題)，共 36 題，每題的共同性介於 0.51~0.86 之間，6 個因素的累積解釋變異為

67.86%。『主成分法搭配斜交轉軸(Promax 法)』結果指出要萃取 8 個因素，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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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迷戀(11 題)，暫時逃離(10 題)，動機相容(3 題)、心智模式相容(4 題)、能力相

容(3 題)、心流(2 題)、活動新奇感(3 題)、愉悅(7 題)，共 43 題，每題的共同性介

於 0.56~0.84 之間，8 個因素的累積解釋變異為 69.68%。『共同因素法搭配斜交轉

軸(Promax 法)』結果指出要萃取 7 個因素，分別是內容迷戀(12 題)，暫時逃離(10

題)，動機相容(3 題)、心智模式相容(3 題)、心流(2 題)、活動新奇感(2 題)、愉悅

(7 題)，共 43 題，每題的共同性介於 0.50~0.86 之間，7 個因素的累積解釋變異為

70.44%。此外，三種組合方式產生出來的結果中，共同的構面為『內容迷戀』、『暫

時逃離』、『動機相容』、『心智相容』、『活動新奇感』與『心流』。 

 

    本研究選擇『主成分法搭配斜交轉軸(Promax 法)』的結果(列於表 4-4)，因為

此結果除了滿足問項共同性大於 50%、累積解釋變異大於 60%的門檻要求外，最

具有理論上的可詮釋性，亦即產生出的構面最符合 ART 主張與訪談結果。此結果

指出恢復體驗的構面有『內容迷戀』、『暫時逃離』、『動機相容』、『能力相容』、『心

智模式相容』、『活動新奇感』與『心流』這七個面向。『主成分法搭配直交轉軸(最

大變異法)』與『共同因素法搭配斜交轉軸(Promax 法)』所產生出的面向中都沒有

『能力相容』，這樣會無法滿足 ART 理論的相容性概念範疇。另外，值得一提的

EFA 的結果亦有以下的發現。有關活動新奇感的題項和過程迷戀中的活動趣味性

題項合在一起，獨自形成一因素，因此將此面向命名為活動新奇感。『活動新奇感』

與『心流』其實就反映『過程迷戀』的面向，因為兩個因素就反映了在環境中顧

客沉浸享受在進行某些活動，此為過程迷戀的定義。『新奇』面向裡面有關整體環

境更新的題目因為有嚴重地交叉負荷的問題，同時被歸類在新奇與暫時逃離兩個

面向，所以皆被刪除，而反映『一致性』面向的題項皆被刪除，因為此構面下的

題目有嚴重的交叉負荷問題，同時被歸類在相容性與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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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恢復體驗問項的 EFA 結果 (第一波資料) 

問項 內 容 迷

戀 
暫 時

逃離 
愉 悅 情

緒 
心智模

式相容 
動機相

容 
能力相

容 
活動新

奇感 
心流 

X42 0.92 -0.04 -0.07 0.04 -0.03 -0.09 -0.19 0.16 
X26 0.84 0.08 0.00 -0.08 0.01 -0.01 0.08 -0.16 
X41 0.83 0.07 0.08 -0.003 -0.07 -0.15 0.002 -0.11 
X27 0.81 0.03 -0.001 -0.07 0.15 -0.05 -0.18 -0.02 
X32 0.80 0.08 -0.05 0.01 0.04 0.15 0.06 -0.28 
X39 0.78 -0.10 -0.05 0.23 -0.10 0.07 -0.09 0.11 
X30 0.76 0.07 0.01 -0.01 -0.04 -0.12 0.14 0.05 
X28 0.76 -0.04 -0.05 0.08 -0.11 0.02 0.05 0.19 
X24 0.75 -0.11 0.05 -0.05 0.21 -0.03 -0.003 0.06 
X40 0.67 -0.002 0.004 -0.07 0.05 0.09 -0.01 0.13 
X35 0.66 0.08 0.12 0.01 0.02 0.02 0.10 -0.02 
X8 0.15 0.92 -0.14 0.02 0.03 -0.05 -0.11 -0.001 
X11 0.03 0.83 -0.09 0.11 -0.17 -0.06 -0.002 0.11 
X1 -0.02 0.81 0.06 -0.06 -0.01 -0.03 0.10 0.09 
X57 -0.20 0.79 0.05 0.04 -0.01 -0.02 0.19 -0.07 
X15 -0.07 0.78 0.20 0.003 0.04 -0.02 -0.05 -0.06 
X16 0.16 0.76 0.02 -0.11 -0.11 0.01 -0.07 -0.03 
X6 -0.06 0.76 0.12 0.02 0.08 0.03 -0.09 0.08 
X5 0.03 0.76 0.10 -0.01 0.01 0.05 -0.07 -0.03 
X3 0.03 0.71 0.04 0.04 -0.04 0.10 -0.002 0.06 
X14 0.03 0.70 -0.10 -0.01 0.11 0.12 0.13 -0.15 
X75 0.05 0.06 0.85 -0.08 0.003 -0.08 0.05 -0.05 
X76 -0.01 0.01 0.84 0.01 -0.05 -0.06 -0.12 0.07 
X80 0.01 0.05 0.82 -0.003 0.05 0.02 -0.01 -0.06 
X77 0.05 0.00 0.81 0.06 -0.07 0.09 -0.02 -0.07 
X74 0.06 -0.03 0.77 -0.03 0.05 0.08 0.09 -0.11 
X78 -0.15 0.08 0.73 0.09 -0.02 -0.09 -0.05 0.21 
X44 0.06 0.05 0.61 0.03 0.06 -0.03 0.05 0.05 
X61 0.05 0.11 -0.17 0.90 0.03 -0.02 0.12 -0.04 
X58 0.04 0.05 -0.02 0.87 0.03 0.08 -0.06 -0.08 
X62 -0.02 -0.07 0.10 0.86 -0.09 -0.03 0.04 0.05 
X55 -0.07 -0.05 0.22 0.70 0.16 -0.03 -0.15 0.04 

註: 因素萃取為主成分法，轉軸方法為 Promax 斜交轉軸法。樣本數為 268。詳細問項請參照附錄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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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續)  恢復體驗問項的 EFA 結果 

問項 內 容 迷

戀 
暫 時

逃離 
愉 悅 情

緒 
心智模

式相容 
動機相

容 
能力相

容 
活動新

奇感 
心流 

X53 0.004 -0.04 -0.09 0.05 0.87 -0.11 0.09 0.09 
X51 0.04 -0.04 0.11 -0.09 0.77 0.11 -0.13 0.16 
X54 0.08 -0.002 0.01 0.14 0.67 0.03 0.17 -0.11 
X22 -0.11 0.07 -0.06 0.01 0.06 0.96 -0.13 -0.003 
X21 -0.07 0.01 -0.01 0.001 -0.05 0.91 -0.03 0.04 
X43 0.15 -0.02 0.06 -0.03 -0.11 0.61 0.20 0.14 
X64 -0.19 0.16 -0.22 -0.03 0.16 -0.12 0.81 0.12 
X65 0.11 -0.08 0.15 -0.05 -0.11 -0.04 0.80 0.07 
X63 0.08 -0.16 0.09 0.08 0.01 0.08 0.65 0.03 
X72 0.01 0.04 0.04 0.03 0.04 -0.001 0.16 0.81 
X71 0.07 0.07 -0.02 -0.07 0.12 0.09 0.05 0.80 

註: 因素萃取為主成分法，轉軸方法為 Promax 斜交轉軸法。樣本數為 268。詳細問項請參照附錄八 

 

    計算各構面的信度係數(Cronbach’s α)，內容迷戀(α=0.94)、暫時逃離(α=0.94)、 

動機相容(α=0.78)、心智模式相容(α=0.87)、活動新奇感(α=0.82)、心流(α=0.88)與

愉悅(α=0.91)構面的信度值皆有達到 0.70 的門檻。然而，能力相容(α=0.67)的信度

係數略低於門檻值。整體恢復體驗(ORES)的信度也高於門檻值(α=0.81)。計算各

個構面的平均分數後，進行效標關聯效度的檢驗。內容迷戀與愉悅的相關(r=0.54, 

p<0.001)、暫時逃離與愉悅的相關(r=0.63, p <0.001)、動機相容與愉悅的相關(r=0.47, 

p <0.001)、能力相容與愉悅的相關(r=0.36, p <0.001)、心智模式相容與愉悅的相關

(r=0.44, p <0.001)、活動新奇感與愉悅的相關(r=0.50, p <0.001)、心流與愉悅的相

關(r=0.50, p <0.001)皆達正向顯著，表示恢復體驗各構面與效標(愉悅)之間皆有顯

著的正相關。此外，整體恢復體驗的平均分數也與愉悅呈顯著的正相關(r=0.72, p 

<0.001)，表示整體而言，結果顯示愉悅是恢復體驗的效標。 

 

    EFA 後，本研究參考 Hinkin (1998)的建議，在每個恢復體驗的構面下檢驗刪

除題目對該構面的 Cronbach’s α 之影響。若某一題刪掉對該構面 Cronbach’s α 的

值影響很小，則該題為冗餘的問項，可以刪除。考量到問項在各個構面最少要有

2 題，最好要介於 4~6 題的原則，本研究先針對題項較多的恢復體驗構面(i.e., 內

容迷戀與暫時逃離)進行冗餘問項的刪除。就內容迷戀而言，由於刪除 X24、X27、

X28、X39 與 X40 並不會對 Cronbach’s α 產生很大的下降影響，因此刪除這些問

項，剩下的問項有 X26、X30、X32、X35、X41 與 X42，共六題。此時內容迷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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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量表的信度和未刪除冗餘前的內容迷戀子量表的信度差不多 (α=0.91 V.S. 

α=0.94)。就暫時逃離而言，由於刪除 X3、X8、X14、X16 與 X57 並不會對 Cronbach’s 

α 產生很大的下降影響，因此刪除這些問項，剩下的問項有 X1、X5、X6 與 X15，

共四題。精簡後的暫時逃離子量表的信度和未刪除冗餘前的暫時逃離子量表的信

度差不多(α=0.91 V.S. α=0.94)。刪除內容迷戀與暫時逃離下冗餘的 11 題後，恢復

體驗量表共有 25 題。此時，整體恢復體驗的 Cronbach’s α 值為 0.80，和原本未刪

除冗餘前量表的 α 值(0.81)差不多。此時的整體恢復體驗與未刪除冗餘前整體恢復

體驗量表(ORES)呈幾乎是完全的正相關(r=0.99, p <0.001)。此外，整體恢復體驗與

效標-愉悅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r=0.73, p <0.001)，具有效標關聯效度。內容迷戀

和愉悅有顯著的正相關(r=0.52, p <0.001)，暫時逃離和愉悅有顯著的正相關(r=0.65, 

p <0.001)。以上資訊皆表示刪除內容迷戀子量表與暫時逃離子量表中的冗餘題項

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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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 

本階段的目的在於驗證 EFA 階段所形成恢復體驗量表的構面組成，檢驗恢復體驗

與其效標(環境偏好與心靈疲勞)的關係與檢驗研究結果被共同方法變異影響的程

度。在此階段的分析，將會額外收取一組樣本，稱為第二波資料，第二波問卷列

於附錄十。在因素結構的部分將會同時針對第一波與第二波資料分析。在效標關

聯效度與共同方法變異(CMV)分析部分，只會針對第二波資料分析。 

 

    第二波資料共回收 262 筆樣本，有部分樣本中在人口統計(問卷第六部分)、

店家行為變數(問卷第一部分)有遺漏值，但在主要變數(問卷第二~五部分)沒有遺

漏值。在避免樣本流失的考量下，本研究對遺漏值採用成對(Pairwise)刪除的處理

方式，亦即若受試者在人口統計及店家行為變數有遺漏，但在主要變數沒有遺漏，

該受試者還是可以被列入有效樣本；受試者若在主要變數遺漏，則為無效樣本，

刪除之。扣除主要變數”填答不完整”、”沒有去過服務店家休息放鬆(篩選題)”以及”

在店家中進行活動包含工作”的樣本後，剩下 234 筆有效樣本。 

 

    第二波資料樣本的人口統計特性簡介如下。到服務店家休息放鬆的樣本中，

男生占 42.0%，女生占 58.0%。就年齡而言，20 歲以下的占 23.6%，21~30 歲的占

33.9%，31-40 歲的占 10.7%，41-50 歲的占 17.6%，51 歲以上的占 14.2%。教育程

度而言，國中以下占 4.8%，高中職占 24.6%，專科占 13.6%，大學占 48.7%，研

究所以上占 8.3%。就職業而言，農林漁礦占 0.9%、建築占 2.2%，製造占 2.2%，

運輸、通訊、電力、天然氣、衛生服務占 3.4%，批發占 2.2%，零售占 1.7%，金

融、保險、房地產占 5.2%，服務(餐飲、休閒娛樂)占 12.1%，自由業占 3.4%，軍

公教占 5.6%，家管占 8.6%，待業中占 0.4%，學生占 46.6%，其他職業占 5.5%。

就每月平均可支配所得而言，未滿 5000 元占 29.6%，5000~10000 元占 15.2%，

10001~30000 元占 22.4%，30001~50000 元占 20.2%，50001 元以上占 12.6%。第

二波樣本在年齡、教育程度與職業上具有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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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第一波與第二波資料樣本特性比較 

樣本特性 細分 第一波資料(%) 第二波資料(%) 

年齡 15-20 歲 53.39 46.61 
 21-25 歲 59.72 40.28 
 26-30 歲 66.13 33.87 
 31-35 歲 59.52 40.48 
 36-40 歲 63.64 36.36 
 41-45 歲 48.57 51.43 
 46-50 歲 36.11 63.89 
 
 

超過 50 歲 21.43 78.57 

教育程度 高中職 39.78 60.22 
 專科 46.55 53.45 
 大學 59.19 40.81 
 研究所以上 57.78 42.22 
 
 

其他 45 55 

職業 建築 54.55 45.45 
 財務、金融保險 74.47 25.53 
 自由業 65.22 34.78 
 家管 28.57 71.43 
 製造 64.29 35.71 
 軍公教 61.76 38.24 
 服務 62.16 37.84 
 學生 45.45 54.55 
 運輸 50 50 
 
 

其他 70.73 29.27 

每月所得 未滿 5000 元 51.82 48.18 
 5000-10000 元 52.11 47.89 
 10001-20000 元 37.50 62.50 
 20001-30000 元 60.94 39.06 
 30001-40000 元 63.95 36.05 
 40001-50000 元 65.85 35.71 
 50001-60000 元 33.33 66.67 
 60001 元以上 4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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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波資料的樣本在服務店家的行為變數簡介如下。就受試者到服務店家休

息放鬆的店家類型而言，KTV 占 6.8%，游泳池占 1.7%，書店占 10.7%，SPA/按

摩占 3.4%，表演藝術占 0.9%，運動中心占 2.6%，夜店占 1.3%，電玩遊樂場占

1.7%，美容美髮占 5.6%，電影院/影城占 10.7%，餐廳占 12%，百貨公司占 6.0%，

演唱會占 0.9%，遊樂園/主題樂園占 1.3%，購物中心占 6.8%，咖啡廳占 19.2%，

釣蝦場占 1.3%，其他占 7.1%(旅館飯店、酒吧、便利商店等)，因此大多數的受試

者選擇在咖啡廳、餐廳、書店、電影院/影城、KTV 等服務店家類型裡面休息放鬆。

就消費頻率而言，只有去過 1 次的有 15.0%，每周去 1 次的有 7.7%，每周去 2 次

的有 5.2%，每周去 3 次以上的有 3.4%，兩周 1 次的有 5.2%，3 周一次的有 3.9%，

1 個月去 1 次的有 18.9%，每 2 個月去一次的有 15.0%，3 個月以上去 1 次的有

25.7%。就該次消費時間長度而言，未滿半小時的有 2.1%，半小時到未滿 1 小時

的有 15.4%，1 小時到未滿 2 小時的有 28.2%，2 小時到未滿 3 小時的有 26.5%，

3 小時到未滿 4 小時的有 17.1%，4 小時以上的有 10.7%。受試者去服務店家休息

放鬆多是和人同去，占 76.1%，自己去的占 23.9%，將近有 3/4 的顧客去服務店家

時是和人同去的。陪同的人多是朋友(45.8%)，再來是家人(33.5%)、情侶(12.8%)，

親戚(2.2%)、朋友與情侶(0.6%)、同事(0.6%)、朋友與家人(3.4%)、家人與親戚(1.1%)。

陪同顧客去服務店家中休息放鬆的人主要為朋友，其次為家人，再來為情侶。 

 

    卡方檢定的結果顯示第一波與第二波資料在年齡(χ2(7)=29.82, p<0.001)、教育

程度 (χ2 (4)=12.59, p<0.05)、職業 (χ2 (9)=30.26, p<0.001)與月收入 (χ2 (7)=16.35, 

p<0.05)組成上是有顯著差異的，而在性別(χ2(1)=0.16, p>0.68)與服務店家類型

(χ2(10)=17.97, p>0.05)組成上是無顯著差異的。這表示第一波與第二波資料的樣本

特性已有顯著差異，第一波與第二波樣本的組成差異列於表 4-5。第二波的樣本相

較於第一波樣本有較多的年長者，有較多教育程度較低(高中職)的人，有較多人職

業為家管或學生，有較多每月所得較高(50001 元以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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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恢復體驗子構面間相關 (七因子模式_第一波與第二波資料) 

構念 1 2 3 4 5 6 7 
1. 內容迷戀 1 0.45*** 

(0.05) 
 0.61*** 
(0.05) 

0.46*** 
(0.06) 

0.28*** 
(0.06) 

  0.43*** 
(0.06) 

0.42*** 
(0.06) 

2. 暫時逃離 0.42*** 
(0.06) 

1 0.40*** 
(0.07) 

 0.34*** 
(0.07) 

0.41***  
(0.06) 

0.60*** 
(0.05) 

0.51*** 
(0.05) 

3. 能力相容 0.48*** 
(0.07) 

 0.46***  
 (0.07) 

1 0.51*** 
(0.07) 

 0.34*** 
(0.07) 

0.53*** 
(0.06) 

0.49*** 
(0.06) 

4. 動機相容 0.47*** 
(0.06) 

 0.61*** 
 (0.05) 

0.55*** 
(0.06) 

1 0.39*** 
(0.06) 

 0.36*** 
(0.07) 

0.50*** 
(0.06) 

5. 心智模式    
   相容 

-0.22** 
(0.07) 

 0.04 
 (0.07) 

-0.14 
(0.08) 

0.15* 
(0.07) 

1 0.31*** 
(0.07) 

 0.34***  
(0.06) 

6. 活動新奇 0.46*** 
(0.06) 

 0.44*** 
 (0.07) 

0.37***  
(0.08) 

0.51*** 
(0.06) 

-0.11 
(0.07) 

1 0.55*** 
(0.05) 

7. 心流 0.48*** 
(0.06) 

 0.46*** 
 (0.06) 

0.41*** 
(0.07) 

0.61*** 
(0.05) 

  -0.08 
  (0.07) 

0.67*** 
(0.05) 

1 

平均數 3.57/3.42 3.87/3.84 3.18/3.35 3.77/3.68 3.66/3.15 3.55/3.14 3.74/3.43 

標準差 0.72/0.69 0.65/0.66 0.65/0.63 0.64/0.68 0.77/0.82 0.74/0.77  0.68/0.78 

註: 樣本數為 234。括弧內的值為標準誤。上對角線為第一波資料構念間相關，下對角線為第二波資料構面

間相關。第一波資料構念平均與標準差/第二波資料構念平均與標準差； 
*** p<0.001 ** p<0.01 * p<0.05 

 

一、恢復體驗的因素結構 

    第一波資料 EFA 結果顯示恢復體驗應該有七個因素，分別為內容迷戀、暫時

逃離、動機相容、能力相容、心智模式相容、活動新奇感與心流。因此，首先就

針對第一波與第二波資料進行七因子模式的 CFA，目的是驗證恢復體驗的七因子

因素結構。雖然第一波 (χ2 (254)=508.17, Normed χ2=2, CFI=0.97, NNFI=0.97, 

RMSEA=0.06) 與 第 二 波 資 料 ( χ2 (254)=466.22, Normed χ2 =1.84, CFI=0.97, 

NNFI=0.96, RMSEA=0.06)的七因子模式配適度指標是可被接受的，從構念間相關

矩陣(表 4-6)可得知除了心智模式相容面向之外，恢復體驗子構面間皆具有正向顯

著的相關。第二波資料 CFA 結果顯示心智模式相容此面向與其他恢復體驗面向會

呈現無關、正向或是負向的關係。由於恢復體驗子構面皆具有共同性，也就是都

是不費力的經驗，因此子構面之間應彼此間會有一定程度的正向關係，有鑑於此，

在第二波資料中心智模式相容性可能不是恢復體驗的子構面之一。然而，在第一

波資料中，心智模式相容與其他恢復體驗面向卻有顯著的正向關係，為恢復體驗

的面向之一。由於表 4-5 及卡方檢定的結果指出第一波與第二波資料在樣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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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使用 CFA 比較模式配適度 (第一波與第二波資料) 

模式 描述 𝛘𝛘𝟐𝟐(df) 𝛘𝛘𝟐𝟐/df CFI NNFI RMSEA 

一因子 方法因子，此為

Harman’s 單因子

檢驗 

2274.82(189) 
1439.40(189) 

12.04 
7.62 

0.81 
0.83 

0.79 
0.81 

0.20 
0.169 

四因子 內容迷戀、逃離、

相容性(動機與能

力相容)、過程迷

戀(活動新奇感與

心流) 

768.32(183) 
520.22(183) 

4.20 
2.84 

0.93 
0.94 

0.92 
0.93 

0.11 
0.089 

五因子 內容迷戀、逃離、

動機相容、能力相

容、過程迷戀(活
動新奇感與心流) 

624.15(179) 
431.33(179) 

3.49 
2.41 

0.95 
0.96 

0.94 
0.95 

0.097 
0.078 

五因子 內容迷戀、逃離、

相容性(能力、動

機)、活動新奇感

與心流 

530.93(179) 
445.19(179) 

2.97 
2.49 

0.96 
0.95 

0.95 
0.95 

0.086 
0.08 

六因子 內容迷戀、逃離、

動機相容、能力相

容、心流、活動新

奇感 

393.20(174) 
353.76(174) 

2.26 
2.03 

0.97 
0.97 

0.96 
0.96 

0.069 
0.067 

高階模式

(六個子

構面) 

高階構念為恢復體

驗，底下有六個次

構念為: 內容迷

戀、逃離、動機相

容、能力相容、心

流、活動新奇感 

430.64(183) 
382.43(183) 

2.35 
2.09 

0.97 
0.96 

0.96 
0.96 

0.071 
0.068 

註: 每一列的上排數字為第一波資料的配適度指標值，下排數字為第二波資料的配適度指標值 

 

上是不同的，因此表示心智模式相容此面向的因素模態可能不具一般性，若將其

列為恢復體驗的其中一個面向可能是危險的，因此後續分析將刪除此面向。後續

將針對剩下的六個恢復體驗子構面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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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恢復體驗子構面間相關 (六因子模式_第一波與第二波資料) 

構念 1 2 3 4 5 6 
1. 內容迷戀 1 0.45*** 

(0.05) 
 0.61*** 
(0.05) 

0.45*** 
(0.06) 

  0.43*** 
(0.06) 

0.42*** 
(0.06) 

2. 暫時逃離 0.42*** 
(0.06) 

1 0.40*** 
(0.06) 

 0.34*** 
(0.07) 

0.60*** 
(0.05) 

0.51*** 
(0.05) 

3. 能力相容 0.48*** 
(0.07) 

 0.46***  
 (0.07) 

1 0.50*** 
(0.07) 

0.53*** 
(0.06) 

0.49*** 
(0.06) 

4. 動機相容 0.47*** 
(0.06) 

 0.61*** 
 (0.05) 

0.55*** 
(0.06) 

1  0.36*** 
(0.07) 

0.50*** 
(0.06) 

5. 活動新奇 0.46*** 
(0.06) 

 0.44*** 
 (0.07) 

0.37***  
(0.08) 

0.51*** 
(0.06) 

1 0.55*** 
(0.05) 

6. 心流 0.48*** 
(0.06) 

 0.46*** 
 (0.06) 

0.41*** 
(0.07) 

0.62*** 
(0.05) 

0.67*** 
(0.05) 

1 

平均數 3.57/3.42 3.87/3.84 3.18/3.35 3.77/3.68 3.55/3.14 3.74/3.43 

標準差 0.72/0.69 0.65/0.66 0.65/0.63 0.64/0.68 0.74/0.77  0.68/0.78 

註: 樣本數為 234。括弧內的值為標準誤。上對角線為第一波資料構念間相關，下對角線 

為第二波資料構面間相關。第一波資料構念平均與標準差/第二波資料構念平均與標準差；*** 

p<0.001 

 

    針對剩下的恢復體驗六個子構面做 CFA，結果如表 4-7 所示。第一波與第二

波資料的六因子模式配適度指標是可接受的。除了六因子模式，亦檢驗其他可能

的模式，分別為一因子模式、四因子模式、五因子模式以及六因子高階模式，模

式詳細資訊如表 4-7 所示。一因子模式為 Harman’s 單因子檢驗，是以一種較為粗

糙的方式檢驗 CMV 的影響，結果顯示一因子模式配適度不良，因此 CMV 的影

響較小。由於文獻中皆將相容性的子構面合併處理 (Hartig et al. 1996, 1997; 

Laumann et al. 2001; Pals et al. 2009)且根據訪談及文獻結果，活動新奇與心流皆反

映過程迷戀，因此建構一個四因子模式(合併相容性子構面為『相容性』與合併活

動新奇與心流為『過程迷戀』)及兩個五因子模式(一個模式合併相容性子構面為

『相容性』、另一個模式合併活動新奇與心流為『過程迷戀』)。 

 

    六因子模式相對於其他模式而言有較高的配適度，因此恢復體驗應有六個子

構面。此外，亦檢驗恢復體驗與其子構面之間的二階因素結構，二階因素分析的

結果顯示高階模式的配適度指標是可接受的。此外，從目標係數(Target Coefficient)

發現，高階模式(底下有六個子構面)可以解釋低階六因子模式因素之間共變異的

程度在第一波(TC1=0.91, TC2=0.94)與第二波資料(TC1=0.93, TC2=0.95)都有 9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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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這表示基於模式精簡考量而採用高階模式應不致於喪失過多資訊(Marsh and 

Hocevar 1985; Marsh 1987)。從表 4-8 可得知恢復體驗子構面之間的相關性。構念

間相關的 95%信賴區間不包含 1，表示恢復體驗子構面之間具有區別效度。六因

子模式的收斂效度資訊列於表 4-9，可知每個問項的因素負荷量的 t 值皆顯著大於

1.96，具有收斂效度。表 4-10 列出高階模式六個子構面的 CFA 結果，可以得知一

階構念與二階構念之間的因素負荷量以及一階構念與所屬問項之間的因素負荷量

t 值皆顯著大於 1.96，表示具有收斂效度。每個恢復體驗構念的 CR 皆在 0.70 以

上，表示恢復體驗構念的信度是可接受的。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波資料的 CFA 結

果(表 4.9)顯示能力相容面向中的第 X64 題具有較低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0.48)，

該題的題目為『在這家店裡我覺得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下』，相較於其他兩題能力

相容的題項 X63 與 X65，X64 語氣過於強烈，因此可能會造成此題與其他兩題有

較低的相關，標準化因素負荷量會比其他兩題低，有鑑於此，將 X64 的用字遣詞

修正為『我在這家店裡所做的事情都在我的控制之下』。從第二波資料的 CFA 結

果可知，X64 的標準化因素負荷量為 0.61，其低負荷量問題有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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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恢復體驗 CFA 結果 (六因子模式_第一波與第二波資料) 

構念/問項 標準因素負荷量 

 內容迷戀 (CR=0.91/CR=0.88)  
  X26 這家店裡面有很特別的東西 0.86***/0.75*** 
  X30 這家店的周遭事物吸引我 0.80***/0.72*** 
  X32 這家店有很多新鮮的人事物 0.86***/0.64*** 

  X35 這家店裡面具有迷人的事物 0.84***/0.79*** 

  X41 這家店裡面有很多我覺得很美麗的事物 0.72***/0.75*** 

  X42 我想要花更多時間瞧一瞧這家店裡面的東西 0.68***/0.80*** 

 暫時逃離 (CR=0.91/CR=0.86)  

  X1 待在這裡可以使我忘卻現實生活中的壓力 0.85***/0.86*** 

  X5 來到這家店裡可以讓我的注意力不用放在我不想面對的事情上 0.81***/0.59*** 

  X6 在這裡我比較不會去想我原本覺得很煩的事情 0.85***/0.87*** 

  X15 來到這家店可讓我暫時逃離緊湊的生活步調 0.86***/0.76*** 

 動機相容 (CR=0.78/CR=0.80)  

  X51 這家店裡面的環境讓我有機會可以做我喜歡做的活動 0.77***/0.88*** 

  X53 在這家店裡我可以自己決定要做什麼事 0.75*** /0.55*** 

  X54 在這家店裡我可以自由自在的做我要做的事情 0.70*** /0.81*** 

 能力相容 (CR=0.70/CR=0.72)  

  X63 我能應對這家店裡面發生的各種問題 0.68***/0.70*** 

  X64 在這家店裡我覺得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下/我在這家店裡所做的事情

都在我的控制之下 
0.47***/0.61*** 

  X65 我能應對這家店中的挑戰 0.80***/0.72*** 

 活動新奇感 (CR=0.82/CR=0.80)  

  X21 在這家店裡我做的事情和平常不太一樣 0.77***/0.79*** 

  X22 我在這家店裡會做一些在別的地方不會做的事 0.78***/0.75*** 

  X43 在這家店中我做了一些有趣的活動 0.77***/0.74*** 

 心流 (CR=0.88/CR=0.83)  

  X71 當我在這家店裡，我可以全神貫注的進行我要做的活動 0.91***/0.88*** 

  X72 當我在這家店裡進行我的活動時，我可以很專心 0.87***/0.80*** 
註: *** p<0.001。第一波資料的 CR 值或標準因素負荷量/第二波資料的 CR 值或標準因素負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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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恢復體驗 CFA 結果 (高階模式_第一波與第二波資料) 

構念/問項 標準因素負荷量 
恢復體驗 (CR=0.85/CR=0.86)  
 內容迷戀 0.67***/0.63*** a 
  X26 這家店裡面有很特別的東西  0.85***/0.75*** 

  X30 這家店的周遭事物吸引我  0.80***/0.72*** 

  X32 這家店有很多新鮮的人事物  0.85***/0.63 b 

  X35 這家店裡面具有迷人的事物  0.84***/0.79*** 

  X41 這家店裡面有很多我覺得很美麗的事物  0.72***/0.75*** 

  X42 我想要花更多時間瞧一瞧這家店裡面的東西  0.68***/0.79*** 

 暫時逃離 0.68***/0.68*** a 

  X1 待在這裡可以使我忘卻現實生活中的壓力  0.85***/0.86 b 

  X5 來到這家店裡可以讓我的注意力不用放在我不想面對的事情上  0.80***/0.60*** 

  X6 在這裡我比較不會去想我原本覺得很煩的事情  0.87***/0.87*** 

  X15 來到這家店可讓我暫時逃離緊湊的生活步調  0.85***/0.75*** 

 動機相容 0.61***/0.80*** a 

  X51 這家店裡面的環境讓我有機會可以做我喜歡做的活動  0.78***/0.88 b 

  X53 在這家店裡我可以自己決定要做什麼事  0.74***/0.59*** 

  X54 在這家店裡我可以自由自在的做我要做的事情  0.70***/0.82*** 

 能力相容 0.74***/0.63*** a 

  X63 我能應對這家店裡面發生的各種問題  0.69***/0.70*** 

  X64 在這家店裡我覺得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下/我在這家店裡所做的    
      事情都在我的控制之下 

 0.48***/0.59 b 

  X65 我能應對這家店中的挑戰  0.79***/0.74*** 

 活動新奇感 0.74***/0.70*** a 

  X21 在這家店裡我做的事情和平常不太一樣  0.77***/0.80*** 

  X22 我在這家店裡會做一些在別的地方不會做的事  0.78***/0.76 b 

  X43 在這家店中我做了一些有趣的活動  0.77***/0.72*** 

 心流 0.72***/0.78*** a 

  X71 當我在這家店裡，我可以全神貫注的進行我要做的活動  0.91***/0.85*** 

  X72 當我在這家店裡進行我的活動時，我可以很專心  0.87***/0.82 b 
註: a 高階因素負荷量; b 負荷量設為 1; *** p<0.001。第一波資料的 CR 值或標準因素負荷量/第二波資料的

CR 值或標準因素負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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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CFA 結果 (恢復體驗與其效標_第二波資料) 

構念/問項 標準因素負荷量 
 恢復體驗 (CR=0.81)  
  CF 內容迷戀 0.64*** 
  ES 暫時逃離 0.66*** 

  MO 動機相容 0.75*** 

  CO 能力相容 0.55*** 

  NO 活動新奇感 0.60*** 

  FO 心流 0.69*** 

 心靈疲勞 (CR=0.78)  

  MF1 在接下來的生活中我會變得容易忘記事情 0.80*** 

  MF2 我的頭腦會變得比較不靈光 0.80*** 

  MF3 我很難專心去做接下來的事情 0.60*** 

  MF4 我能夠專注地去做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0.50*** 

 環境偏好 (CR=0.80)  

PR1我想要常常惠顧這家店 0.71*** 

PR2我想要更投入這家店的活動或特殊事件 0.70*** 

PR3我想要花更多時間在這家店裡 0.85*** 
註: *** p<0.001 

 

表 4-12  恢復體驗與效標間的關係 (第二波資料) 

構念 1  2  3 

1. 恢復體驗 1   

2. 環境偏好 0.55*** 
(0.06) 

1  

3. 心靈疲勞 -0.22** 
(0.08)  

-0.03 
 (0.08) 

1 

平均數 3.47 3.34 2.40 

標準差 0.51 0.70 0.61 

註: 樣本數為 234。括弧內的值為標準誤； 
*** p<0.0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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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CFA Marker 第一階段_模式比較 (恢復體驗與效標間關係) 

模式 描述 𝛘𝛘𝟐𝟐(df) 𝛘𝛘𝟐𝟐/df CFI NNFI RMSEA 

CFA 
Model 

恢復體驗、環境偏好、

心靈疲勞等理論構念加

上 Marker PA，跑一般的

CFA 

544.96(224) 2.43 0.92 0.91 0.078 

Baseline 
Model 

將 PA 的因素負荷量與

衡量誤差設定為 CFA 
Model 中所估計出的

值，將 PA 與其他理論

構念之間的關係設為 0 

576.96(246) 2.35 0.92 0.91 0.076 

C-Model Baseline Model 中估計

PA 對理論構念問項的影

響(Method factor 
loading)，並假設影響一

樣 

560.09(245) 2.29 0.92 0.92 0.074 

U-Model Baseline Model 中估計

PA 對理論構念問項的影

響(Method factor loading) 

527.94(233) 2.27 0.93 0.92 0.074 

R-Model U Model or C Model 中
設定構念間的關係等於

Baseline Model 估出的關

係 

530.20(236) 2.25 0.93 0.92 0.073 

 

二、恢復體驗的效標關聯效度與 CMV 分析 

    針對第二波資料進行恢復體驗量表的效標關聯效度檢驗，將檢驗恢復體驗與

效標(環境偏好與心靈疲勞)之間的關係，以及恢復體驗子構面與效標之間的關係。 

 

進行恢復體驗的效標關聯效度的分析。恢復體驗因為二階模式配適度、收斂

效度通過，因此採用降階處理。效標包括環境偏好以及心靈疲勞兩個構念。此效

標關聯效度 CFA 模式的配適度指標是可被接受的(χ2(62)=127.25, Normed χ2=2.05, 

CFI=0.96, NNFI=0.95, RMSEA=0.077)，收斂效度資訊列於表 4-11，可知每個問項

的因素負荷量的 t 值皆顯著大於 1.96，具有收斂效度。從表 4-12 可得知恢復體驗

與效標之間的相關性。從表 4-12 亦可得知恢復體驗與環境偏好(φ=0.55, p<0.001)

呈現顯著的正相關，且恢復體驗與心靈疲勞有顯著的負相關 (φ=-0.22, p<0.01)。

因此，環境偏好與心靈疲勞是恢復體驗有效的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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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U-Model CFA 結果 (恢復體驗與效標間關係) 

構念/問項 理論負荷量 方法負荷量 

 恢復體驗 (CR=0.82)   
  CF 內容迷戀 0.58*** 0.27*** 
  ES 暫時逃離 0.61*** 0.26*** 

  MO 動機相容 0.71*** 0.26*** 

  CO 能力相容 0.52*** 0.19** 

  NO 活動新奇感 0.53*** 0.29*** 

  FO 心流 0.62*** 0.31*** 

 心靈疲勞 (CR=0.78)   

  MF1 在接下來的生活中我會變得容易忘記事情 0.80*** 0.01 

  MF2 我的頭腦會變得比較不靈光 0.80*** 0.00 

  MF3 我很難專心去做接下來的事情 0.60*** -0.10 

  MF4 我能夠專注地去做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0.49*** -0.12 

 環境偏好 (CR=0.78)   

PR1我想要常常惠顧這家店 0.61*** 0.21** 

PR2我想要更投入這家店的活動或特殊事件 0.63*** 0.31*** 

PR3我想要花更多時間在這家店裡 0.85*** 0.20** 
註: *** p<0.001 ** p<0.01 

 

表 4-15  CFA Marker 第二階段_信度拆解分析 (恢復體驗與效標間關係) 

構念 CRtotal CRsubstantive CRmethod 

恢復體驗 0.82 0.68 0.14 
環境偏好 0.78 0.70 0.08 
心靈疲勞 0.78 0.77 0.01 

 

表 4-16  CFA Marker 第三階段_敏感度分析 (恢復體驗與效標間關係) 

因素間相

關 
CFA 模式 基礎模式 U 模式 S 模式 

(95% C.I.) 
S 模式 
(99% C.I.) 

RES, PR 0.55*** 0.55*** 0.48*** 0.48*** 0.49*** 
RES, MF -0.22** -0.22** -0.23** -0.22** -0.21** 
PR, MF -0.03 -0.03 -0.03 -0.02 -0.02 

註: RES: 恢復體驗、PR: 環境偏好、MF: 心靈疲勞；*** p<0.0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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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 CMV 分析並使用 CFA Marker 技術檢驗是否上述恢復體驗與其效標之間

的關係會受到共同方法變異的影響而產生偏誤。選用的 Marker 構念為正向情感特

質。首先先進行第一階段的模式比較，亦即建立五個模式後進行模式比較，將五

個模式的配適度資訊顯示於表 4-13。根據表 4-13，C-Model 與 U-Model 比較，

∆χ2=32.15, ∆df=12，p<0.001，U-Model 配適度顯著優於 C-Model，因此選擇 U-

Model作為R-Model的基礎。Baseline Model與U-Model比較，∆χ2=49.02, ∆df=13，

p<0.001，U- Model 配適度顯著優於 Baseline Model，因此選擇 U-Model，這也表

示 CMV 是存在的。從 U-Model 結果(列於表 4-14)可以知道即使考量 PA 對所有理

論構念問項的影響下，所有理論構念問項的因素負荷量還是顯著(p<0.001)。13 個

方法負荷量中有 9 個顯著，表示有 9 題理論構念問項會顯著受到 CMV 的汙染。

R-Model 與 U-Model 比較，∆χ2=2.26, ∆df=3，p>0.52，U- Model 配適度並無顯著

優於 R-Model，因此選擇 R-Model，這也表示 CMV 並不會使構念間關係偏誤。 

 

    CFA Marker 的第二階段為信度拆解，結果如表 4-15 所示。從表中可以看出

理論構念的信度被 CMV 膨脹的程度。所有理論構念的信度都有高於 0.60 的最低

門檻 (Bagozzi and Yi 1989)。 

 

    CFA Marker 的第三階段為敏感度分析，結果列於表 4-16。如同 U 模式的結

果所示，引入方法效果後，理論構念間的相關模態和基礎模式類似，顯著的理論

相關還是顯著，不顯著的還是不顯著。雖然理論相關的值在 U 模式與基礎模式不

同，但是如同 CFA Marker 第一階段 R 模式與 U 模式比較的結果顯示，理論的相

關不會因為 CMV 產生偏誤。在 S 模式(95% C.I.)中，當方法因素負荷量的值增加

到 95%信賴區間的上限值時，理論構念的相關模態還是和 U 模式類似，且顯著的

也顯著，不顯著的也不顯著，相關的值也幾乎沒有改變。在 S 模式(99% C.I.)中，

當方法因素負荷量的值增加到 99%信賴區間的上限值時，理論構念的相關模態還

是和 U 模式類似，且顯著的也顯著，不顯著的也不顯著，相關的值也幾乎沒有改

變。敏感度分析結果顯示，理論構念間的關係模態不會被方法負荷量的抽樣誤差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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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CFA 結果 (恢復體驗六個子構面與效標間關係_第二波資料) 

註: *** p<0.001 

 

 

構念/問項 標準因素負荷量 

 內容迷戀 (CR=0.88)  
  X32.這家店有很多新鮮的人事物 0.64*** 
  X30.這家店的周遭事物吸引我 0.71*** 
  X42.我想要花更多時間瞧一瞧這家店裡面的東西 0.79*** 
  X26.這家店裡面有很特別的東西 0.76*** 
  X35.這家店裡面具有迷人的事物 0.79*** 
  X41.這家店裡面有很多我覺得很美麗的事物 0.75*** 
 暫時逃離 (CR=0.86)  

  X1.待在這裡可以使我忘卻現實生活中的壓力 0.86*** 
  X6.在這裡我比較不會去想我原本覺得很煩的事情 0.87*** 
  X15.來到這家店可讓我暫時逃離緊湊的生活步調 0.76*** 
  X5.來到這家店裡可以讓我的注意力不用放在我不想面對的事情上 0.59*** 
 動機相容 (CR=0.80)  

  X51.這家店裡面的環境讓我有機會可以做我喜歡做的活動 0.88*** 
  X54.在這家店裡我可以自由自在的做我要做的事情 0.81*** 
  X53.在這家店裡我可以自己決定要做什麼事 0.55*** 
 能力相容 (CR=0.72)  

  X64.我在這家店裡所做的事情都在我的控制之下 0.61*** 
  X63.我能應對這家店裡面發生的各種問題 0.70*** 
  X65.我能應對這家店中的挑戰 0.72*** 
 活動新奇感 (CR=0.81)  

  X22.我在這家店裡會做一些在別的地方不會做的事 0.75*** 
  X43.在這家店中我做了一些有趣的活動 0.74*** 
  X21.在這家店裡我做的事情和平常不太一樣 0.80*** 
 心流 (CR=0.83)  

  X72.當我在這家店裡進行我的活動時，我可以很專心 0.80*** 
  X71.當我在這家店裡，我可以全神貫注的進行我要做的活動 0.88*** 
 心靈疲勞 (CR=0.89)  

  MF1 在接下來的生活中我會變得容易忘記事情 0.80*** 
  MF2 我的頭腦會變得比較不靈光 0.80*** 
  MF3 我很難專心去做接下來的事情 0.60*** 
  MF4 我能夠專注地去做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0.50*** 
 環境偏好 (CR=0.80)  

PR1 我想要常常惠顧這家店 0.70*** 
PR2 我想要更投入這家店的活動或特殊事件 0.69*** 
PR3 我想要花更多時間在這家店裡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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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恢復體驗六個子構面與效標間關係 (第二波資料) 

構念 1  2  3  4  5 6 7 8 

1. 內容迷戀 1        

2. 暫時逃離 0.42*** 
(0.06) 

1       

3. 能力相容 0.48*** 
(0.07) 

 0.46*** 
 (0.07) 

1      

4. 動機相容 0.47*** 
(0.06) 

 0.61*** 
 (0.05) 

0.55*** 
(0.06) 

1     

5. 活動新奇感 0.45*** 
(0.06) 

 0.44*** 
 (0.07) 

0.37*** 
(0.08) 

0.51*** 
(0.06) 

1    

6. 心流 0.48*** 
(0.06) 

 0.46*** 
 (0.06) 

0.41*** 
(0.07) 

0.62*** 
(0.05) 

  0.67*** 
  (0.05) 

1   

7. 環境偏好 0.56*** 
(0.06) 

0.35*** 
 (0.07) 

0.34*** 
(0.08) 

0.38*** 
(0.07) 

0.25*** 
(0.08) 

0.42*** 
(0.07) 

1  

8. 心靈疲勞 -0.18* 
(0.07) 

-0.24** 
(0.06) 

-0.11+ 
(0.06) 

-0.21** 
(0.08) 

0.01 
(0.08) 

-0.18* 
(0.06) 

-0.04 
(0.08) 

1 

平均數 3.42 3.84 3.35 3.68 3.14 3.43 3.34 2.40 

標準差 0.69 0.66 0.63  0.68 0.77 0.78 0.70 0.61 

註: 樣本數為 234。括弧內的值為標準誤；*** p<0.001 ** p<0.01 * p<0.05 + p<0.10 

 

    進行恢復體驗子構面效標關聯效度的分析。效標包括環境偏好以及心靈疲勞。

模式的配適度指標是可被接受的 (χ2 (322)=548.11, Normed χ2=1.70, CFI=0.97, 

NNFI=0.96, RMSEA=0.055)，收斂效度資訊列於表 4-17，可知每個問項的因素負

荷量的 t 值皆顯著大於 1.96，具有收斂效度。從表 4-18 可得知恢復體驗子構面與

效標之間的相關性。內容迷戀(φ=0.56, p<0.001)、暫時逃離(φ=0.35, p<0.001)、能

力相容(φ=0.34, p<0.001)、動機相容(φ=0.38, p<0.001)、活動新奇感(φ=0.25, 

p<0.01)以及心流(φ=0.42, p<0.001)皆與環境偏好呈現顯著的正相關。此外，內容

迷戀(φ=-0.18, p<0.05)、暫時逃離(φ=-0.24, p<0.01)、動機相容(φ=-0.21, p<0.01)、

能力相容(φ=-0.11, p<0.07)以及心流(φ=-0.18, p<0.05)皆與心靈疲勞呈現顯著的

負相關。活動新奇感(φ=0.01, p>0.10)則與心靈疲勞無顯著相關。效標關聯效度分

析的結果指出所有的恢復體驗子構面與環境偏好有顯著的正相關，且大部分的恢

復體驗子構面皆與心靈疲乏呈現顯著的負相關，整體而言，恢復體驗與環境偏好

呈現顯著的正相關，恢復體驗與心靈疲勞呈現顯著的負相關。因此，環境偏好與

心靈疲勞是恢復體驗及其子構面的有效效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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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CFA Marker 第一階段_模式比較 (恢復體驗子構面與效標間關係) 

模式 描述 𝛘𝛘𝟐𝟐(df) 𝛘𝛘𝟐𝟐/df CFI NNFI RMSEA 
CFA 
Model 

恢復體驗六個子構面、

環境偏好、心靈疲勞等

理論構念加上 Marker 
PA，跑一般的 CFA 

1142.30(629) 1.82 0.94 0.94 0.059 

Baseline 
Model 

將 PA 的因素負荷量與

衡量誤差設定為 CFA 
Model 中所估計出的

值，將 PA 與其他理論

構念之間的關係設為 0 

1180.67(656) 1.80 0.94 0.94 0.059 

C-Model Baseline Model 中估計

PA 對理論構念問項的影

響(Method factor 
loading)，並假設影響一

樣 

1161.88(655) 1.77 0.94 0.94 0.058 

U-Model Baseline Model 中估計

PA 對理論構念問項的影

響(Method factor loading) 

1115.32(628) 1.78 0.95 0.94 0.058 

R-Model U Model or C Model 中
設定構念間的關係等於

Baseline Model 估出的關

係 

1117.21(656) 1.70 0.95 0.95 0.055 

 

    進行 CMV 分析並使用 CFA Marker 技術檢驗是否恢復體驗子構面與其效標間

的關係會受到共同方法變異的影響而產生偏誤。Marker 構念為正向情感特質（PA）。

首先先進行第一階段的模式比較，亦即建立五個模式後進行模式比較，將五個模

式的配適度資訊顯示於表 4-19。根據表 4-19，C-Model 與 U-Model 比較，∆χ2=46.56, 

∆df=27，p<0.05，U-Model 配適度顯著優於 C-Model，因此選擇 U-Model 作為 R-

Model 的基礎。Baseline Model 與 U-Model 比較，∆χ2=65.35, ∆df=28，p<0.001，

U- Model 配適度顯著優於 Baseline Model，因此選擇 U-Model，這也表示 CMV 是

存在的。從 U-Model 結果(顯示於表 4-20)可以知道即使考量 PA 對所有理論構念

問項的影響下，所有理論構念問項的因素負荷量還是顯著(p<0.001)。28 個方法負

荷量中有 23 個顯著，表示有 23 題理論構念問項會顯著受到 CMV 的汙染。R-

Model 與 U-Model 比較，∆χ2=1.89, ∆df=28，p>0.99，U- Model 配適度並無顯著優

於 R-Model，因此選擇 R-Model，這也表示 CMV 並不會使構念間關係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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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U-Model CFA 結果 (恢復體驗子構面與效標間關係) 

  註: *** p<0.001 ** p<0.01 * p<0.05 

 

 

 

構念/問項 理論負荷量 方法負荷量 
 內容迷戀 (CR=0.88)   
  X32.這家店有很多新鮮的人事物 0.61*** 0.18** 
  X30.這家店的周遭事物吸引我 0.68*** 0.21** 
  X42.我想要花更多時間瞧一瞧這家店裡面的東西 0.78*** 0.18* 
  X26.這家店裡面有很特別的東西 0.70*** 0.30*** 
  X35.這家店裡面具有迷人的事物 0.75*** 0.24*** 
  X41.這家店裡面有很多我覺得很美麗的事物 0.72*** 0.21** 
 暫時逃離 (CR=0.86)   

  X1.待在這裡可以使我忘卻現實生活中的壓力 0.84*** 0.18** 
  X6.在這裡我比較不會去想我原本覺得很煩的事情 0.83*** 0.27*** 
  X15.來到這家店可讓我暫時逃離緊湊的生活步調 0.73*** 0.19** 
  X5.來到這家店裡可以讓我的注意力不用放在我不想面對的事情上 0.55*** 0.23** 
 動機相容 (CR=0.80)   

  X51.這家店裡面的環境讓我有機會可以做我喜歡做的活動 0.86*** 0.23** 
  X54.在這家店裡我可以自由自在的做我要做的事情 0.78*** 0.20** 
  X53.在這家店裡我可以自己決定要做什麼事 0.50*** 0.25*** 
 能力相容 (CR=0.72)   

  X64.我在這家店裡所做的事情都在我的控制之下 0.62*** 0.08 
  X63.我能應對這家店裡面發生的各種問題 0.67*** 0.19** 
  X65.我能應對這家店中的挑戰 0.68*** 0.21** 
 活動新奇感 (CR=0.81)   

  X22.我在這家店裡會做一些在別的地方不會做的事 0.74*** 0.18** 
  X43.在這家店中我做了一些有趣的活動 0.66*** 0.33*** 
  X21.在這家店裡我做的事情和平常不太一樣 0.76*** 0.25*** 
 心流 (CR=0.82)   

  X72.當我在這家店裡進行我的活動時，我可以很專心 0.76*** 0.26*** 
  X71.當我在這家店裡，我可以全神貫注的進行我要做的活動 0.81*** 0.33*** 
 心靈疲勞 (CR=0.78)   

  MF1 在接下來的生活中我會變得容易忘記事情 0.80*** 0.01 
  MF2 我的頭腦會變得比較不靈光 0.80*** -0.01 
  MF3 我很難專心去做接下來的事情 0.60*** -0.10 
  MF4 我能夠專注地去做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0.49*** -0.13 
 環境偏好 (CR=0.80)   

PR1 我想要常常惠顧這家店 0.67*** 0.21** 
PR2 我想要更投入這家店的活動或特殊事件 0.62*** 0.32*** 
PR3 我想要花更多時間在這家店裡 0.85***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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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CFA Marker 第二階段_信度拆解分析 (恢復體驗子構面與效標) 

構念 CRtotal CRsubstantive CRmethod 
內容迷戀 0.88 0.80 0.08 
暫時逃離 0.86 0.79 0.07 
能力相容 0.72 0.68 0.04 
動機相容 0.80 0.73 0.07 
活動新奇感 0.81 0.72 0.09 
心流 0.82 0.72 0.10 
環境偏好 0.80 0.72 0.08 
心靈疲勞 0.78 0.77 0.01 

   

表 4-22  CFA Marker 第三階段_敏感度分析 (恢復體驗子構面與效標) 

因素間相

關 
CFA 模式 基礎模式 U 模式 S 模式 

(95% C.I.) 
S 模式 
(99% C.I.) 

CF, ES 0.42*** 0.42*** 0.37*** 0.37*** 0.38*** 
CF, CO 0.48*** 0.48*** 0.44*** 0.45*** 0.45*** 
CF, MO 0.47*** 0.47*** 0.42*** 0.42*** 0.43*** 
CF, NO 0.46*** 0.45*** 0.39*** 0.38*** 0.39*** 
CF, FO 0.48*** 0.48*** 0.42*** 0.42*** 0.43*** 
CF, PR 0.56*** 0.56*** 0.52*** 0.52*** 0.52*** 
CF, MF -0.18* -0.18* -0.18* -0.19* -0.19* 
ES, CO 0.46*** 0.46*** 0.43*** 0.44*** 0.44*** 
ES, MO 0.61*** 0.61*** 0.58*** 0.58*** 0.58*** 
ES, NO 0.44*** 0.44*** 0.38*** 0.37*** 0.38*** 
ES, FO 0.46*** 0.46*** 0.41*** 0.40*** 0.41*** 
ES, PR 0.35*** 0.35*** 0.29*** 0.29*** 0.30*** 
ES, MF -0.24** -0.24** -0.24** -0.24** -0.25** 
CO, MO 0.55*** 0.55*** 0.53*** 0.53*** 0.54*** 
CO, NO 0.37*** 0.37*** 0.31*** 0.31*** 0.31*** 
CO, FO 0.41*** 0.41*** 0.36*** 0.36*** 0.37*** 
CO, PR 0.34*** 0.34*** 0.29*** 0.29*** 0.30*** 
CO, MF -0.11 -0.11 -0.09 -0.10 -0.11 
MO, NO 0.51*** 0.51*** 0.45*** 0.45*** 0.45*** 
MO, FO 0.61*** 0.62*** 0.58*** 0.57*** 0.58*** 
MO, PR 0.38*** 0.38*** 0.32*** 0.32*** 0.33*** 
MO, MF -0.21** -0.21** -0.20** -0.21** -0.21** 
NO, FO 0.68*** 0.67*** 0.62*** 0.62*** 0.62*** 
NO, PR 0.25** 0.25** 0.16* 0.16* 0.17* 
NO, MF 0.01 0.01 0.03 0.02 0.02 
FO, PR 0.42*** 0.42*** 0.35*** 0.35*** 0.35*** 
FO, MF -0.17* -0.18* -0.17* -0.18* -0.18* 
PR, MF -0.03 -0.04 -0.03 -0.04 -0.04 

註: CF: 內容迷戀、ES: 暫時逃離、CO: 能力相容、MO: 動機相容、NO: 活動新奇感、FO: 心

流、PR: 環境偏好、MF: 心靈疲勞; *** p<0.001 ** p<0.01 *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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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注意力幸福感問項 EFA 結果 (第二波資料) 

問項 心神不寧 再專注 正向效能感 
D1 我在接下來幾天做事時是心不在焉的 0.81 0.01 0.12 
D3 我很難完成已經開始著手處理的事情 0.79 0.15 -0.13 
D5 我會難以下定決心去做接下來的事情 0.78 -0.10 0.01 
D6 我在接下來的生活中做事情時容易出錯 0.81 0.004 -0.04 
P3 我感覺心浮氣躁 0.73 -0.15 0.04 
P6 我覺得我有耐心去處理接下來的事情 -0.02 0.91 0.003 

EF5 我可以達成接下來的生活目標 0.01 0.78 0.14 
EF11 我有能力去面對接下來的事務 -0.11 0.87 0.02 
EF12 我會留心注意該做哪些事 0.03 0.91 -0.08 

P1 我感覺放鬆 -0.03 -0.09 0.85 
P2 我感覺舒服 -0.15 -0.18 0.83 

EF1 我對於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充滿幹勁且感到興奮 0.19 0.16 0.65 
EF3 我可以掌握自己接下來的生活 -0.003 0.17 0.61 
EF9 我感覺在接下來的幾天內事情會很順暢 0.08 0.13 0.72 
註: 因素萃取方法為主成分法，轉軸法為 Promax 斜交轉軸，樣本數為 234 

 

  CFA Marker 的第二階段為信度拆解，結果如表 4-21 所示。從表中可以看出理

論構念的信度被 CMV 膨脹的程度。所有理論構念的真正信度還是有高於 0.60 的

最低門檻 (Bagozzi and Yi 1989)。 

 

CFA Marker 的第三階段為敏感度分析，結果如表 4-22 所示。如同 U 模式的

結果所示，引入方法效果後，理論構念間的相關模態和基礎模式類似，顯著的理

論構念相關還是顯著，不顯著的還是不顯著。雖然理論相關的值在 U 模式與基礎

模式不同，但是如同 Step1 R 模式與 U 模式比較的結果顯示，理論的相關不會因

為 CMV 產生偏誤。在 S 模式(95% C.I.)中，當方法因素負荷量的值增加到 95%信

賴區間的上限值時，理論構念的相關模態還是和 U 模式類似，且顯著的也顯著，

不顯著的也不顯著，相關的值也幾乎沒有改變。在 S 模式(99% C.I.)中，當方法因

素負荷量的值增加到 99%信賴區間的上限值時，理論構念的相關模態還是和 U 模

式類似，且顯著的也顯著，不顯著的也不顯著，相關的值也幾乎沒有改變。以上

敏感度分析結果顯示，理論構念間的關係模態不會被方法負荷量的抽樣誤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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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意力幸福感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使用第二波資料探索注意力幸福感的因素結構。注意力幸福感的問項是在大自然

環境的情境下發展的且過去多是針對長期的狀態回答。本研究將大自然情境的量

表運用在服務業的情境且將問項修改為詢問受試者離開店家後的感受(短期的感

受)，因此使用 CFA 直接驗證因素結構可能是不適當的，應先用 EFA 來探索因素

結構。使用主成分法萃取因素，並執行 Promax 斜交轉軸法。為達成簡單結構，須

刪除負荷不足及交叉負荷的問項。若問項在每個因素的負荷量皆小於 0.40 或該問

項的最高負荷量和第二高的負荷量差距不足 0.40 則該問項刪除之。EFA 的結果列

於表 4-23，結果指出萃取三個因子(使用 K1 準則)，累積解釋變異為 66.27%，大

於 60%的標準，問項的共同性介於 0.51~0.83，滿足 0.50 的門檻。EFA 結果指出

三個因素，第一個因素皆為原始量表中有關分心程度的問項加上感覺和平面向中

比較負面情緒的問項，因此此面向被命名為『心神不寧』。第二個因素則包含原始

量表中有效運作面向中強調可以再面對事務的問項，加上一題感覺和平面向中反

映有耐心處理接下來事情的問項，因此將此因素命名為『再專注(Refocus)』。第三

個因素中大部分為原始量表中有效運作面向中比較反映自我效能感的問項，以及

感覺和平面向中比較正面情感的問項，因此此因素被命名為『正向效能感』。針對

注意力幸福感進行 EFA 後，可將其分為『心神不寧』、『再專注』與『正向效能感』

三個面向，其中再專注與正向效能感此兩面向反映『有效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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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二結果: 檢驗恢復體驗的前因後果 
研究二主要目的在於檢驗恢復體驗的前因(人際因素)與後果(注意力幸福感)。此次

為第三波的資料收集，第三波問卷列於附錄十一。第三波資料總共回收 430 份，

扣除在主要變項上漏填的、填寫自己去店家放鬆的、填寫自己家裡休息放鬆、在

店家中工作的樣本後，剩下 393 份。另外，考量到大賣場為一種任務導向的場所，

可能較少有機會可以放鬆，因此將填寫大賣場為休息放鬆場所的樣本刪除，剩下

367 份有效樣本。 

 

    第三波樣本的人口統計特性簡介如下。到服務店家休息放鬆的樣本中，男生

占 55%，女生占 45%。就年齡而言，20 歲以下的占 10.6%，21~30 歲的占 33%，

31-40 歲的占 13.4%，41-50 歲的占 19.8%，51 歲以上的占 23.2%。教育程度而言，

國中以下占 4.2%，高中職占 14%，專科占 18.7%，大學占 45.7%，研究所以上占

17.4%。就職業而言，建築占 0.8%，製造占 14.2%，運輸、通訊、電力、天然氣、

衛生服務占 5.4%，批發占 0.5%，零售占 0.8%，金融、保險、房地產占 4.6%，服

務(餐飲、休閒娛樂)占 9.5%，自由業占 1.4%，軍公教占 13.9%，家管占 4.1%，待

業中占 1.1%，行政管理占 8.7%，資訊、電子工程占 5.7%、學生占 23.7%，其他

職業占 5.6%。就每月平均可支配所得而言，未滿 5000 元占 18.6%，5000~10000

元占 6.7%，10001~30000 元占 17%，30001~50000 元占 27%，50001 元以上占

30.7%。第三波樣本在年齡、教育程度與職業上有多元性，相較於第一波與第二波

的資料，41 歲以上高年齡族群較多佔 40%以上，每月所得與職業分配也較為平均。 

 

    第三波樣本在服務店家的行為變數簡介如下。就受試者和群體同去休息放鬆

的服務店家類型而言，KTV 占 6.5%，游泳池占 1.6%，書店占 5.2%，SPA/按摩占

3.3%，表演藝術占 0.8%，運動中心占 1.6%，夜店占 0.8%，電玩遊樂場占 1.6%，

美容美髮占 3.5%，電影院/影城占 12%，餐廳占 23.2%，百貨公司占 11.2%，演唱

會占 1.9%，遊樂園/主題樂園占 3%，購物中心占 2.5%，咖啡廳占 13.9%，釣蝦場

占 1.4%，其他占 6%(旅館飯店、博物館、酒吧、運動用品店等)。就消費頻率而言，

只有去過 1 次的有 24.8%，每周去 1 次的有 6.3%，每周去 2 次的有 3.8%，每周去

3 次以上的有 1.6%，兩周 1 次的有 3.8%，3 周一次的有 1.9%，1 個月去 1 次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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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每 2 個月去一次的有 11.2%，3 個月以上去 1 次的有 33.5%。就該次消費

時間長度而言，未滿半小時的有 0.8%，半小時到未滿 1 小時的有 6.6%，1 小時到

未滿 2 小時的有 33.1%，2 小時到未滿 3 小時的有 27.9%，3 小時到未滿 4 小時的

有 19.1%，4 小時以上的有 12.5%。和顧客同去的小群體類型多是家人(40.4%)，

再來是朋友(33.3%)、同事同學(8.2%)、情侶(6.3%)，親戚(1.1%)或是前面幾種類型

的綜合(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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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恢復體驗的因素結構 

進行 CFA 再次檢驗恢復體驗的因素結構。雖然七因子模式的配適度指標是可被接

受的(χ2(254)=620.47, Normed χ2=2.44, CFI=0.97, NNFI=0.96, RMSEA=0.063)，從

表 5-1 可知，除了心智模式相容，其他恢復體驗子構面間皆呈現顯著的正向關係。

心智模式相容面向無法和其他所有的恢復體驗面向產生顯著的正相關。綜合第二

波與第三波資料分析的結果，心智模式相容與其他恢復體驗子構面的相關呈現不

穩定的狀態，因此此面向作為恢復體驗的一個子構面可能是危險的，因為其不具

一般性，不能適用於不同的樣本與服務店家類型。後續分析中恢復體驗將不包括

心智模式相容此面向。 

 

    針對剩下的恢復體驗六個子構面做 CFA，結果列於表 5-2。六因子模式的配

適度指標(χ2(174)=475.71, Normed χ2=2.73, CFI=0.97, NNFI=0.97, RMSEA=0.069)

是可被接受的。和研究一做法一致，亦建構其他可能的模式並進行模式比較，模

式詳細資訊如表 5-2 所示。六因子模式相對於其他模式而言有較高的配適度，因

此恢復體驗應有六個子構面。此外，從目標係數(Target Coefficient)發現，高階模

式(底下有六個子構面)可以解釋低階六因子模式因素之間共變異的程度接近 90% 

(TC1=0.87, TC2=0.93)，這表示基於模式精簡考量而採用高階模式應不致於喪失過

多資訊(Marsh and Hocevar 1985; Marsh 1987)。六因子模式的收斂效度資訊列於表

5-3，可知每個問項的因素負荷量的 t 值皆顯著大於 1.96，具有收斂效度。可以從

表 5-4 得知恢復體驗子構面之間的相關性。構念間相關的 95%信賴區間不包含 1，

表示恢復體驗子構面之間具有區別效度。表 5-5 列出高階模式六個子構面的 CFA

結果，可以得知一階構念與二階構念之間的因素負荷量以及一階構念與所屬問項

之間的因素負荷量 t 值皆顯著大於 1.96，表示具有收斂效度。各構念的 CR 皆大

於 0.70，表示構念的信度是可接受的。以上結論與第一波、第二波資料一致，表

示恢復體驗的六因子因素結構、信度是穩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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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恢復體驗子構面間相關 (七因子模式_第三波資料) 

構念 1 2 3 4 5 6 7 

1. 內容迷戀 1       

2. 暫時逃離 0.52*** 
(0.04) 

1      

3. 能力相容 0.49*** 
(0.05) 

 0.49***  
 (0.05) 

1     

4. 動機相容 0.61*** 
(0.05) 

 0.67*** 
 (0.04) 

0.71*** 
(0.05) 

1    

5. 心智模式相

容 
0.09 
(0.06) 

 0.26*** 
 (0.04) 

0.14* 
(0.07) 

0.25*** 
(0.06) 

1   

6. 活動新奇 0.43*** 
(0.05) 

 0.55*** 
 (0.04) 

0.34***  
(0.06) 

0.49*** 
(0.05) 

0.17** 
(0.06) 

1  

7. 心流 0.41*** 
(0.05) 

 0.61*** 
 (0.04) 

0.46*** 
(0.06) 

0.57*** 
(0.05) 

  0.10 
  (0.06) 

0.71*** 
(0.05) 

1 

平均數 3.45  3.88 3.35 3.65 3.31 3.38 3.59 

標準差 0.64  0.63 0.60 0.64 0.75 0.71 0.72 

註: 樣本數為 367。括弧內的值為標準誤；*** p<0.001；**p<0.01；*p<0.05 

 

表 5-2  使用 CFA 比較模式配適度 (第三波資料) 

模式 描述 𝚾𝚾𝟐𝟐(df) 𝛘𝛘𝟐𝟐/df CFI NNFI RMSEA 

一因子 方法因子，此為

Harman’s 單因子檢驗 
2268.17 (189) 12 0.85 0.83 0.173 

四因子 內容迷戀、逃離、相

容性(動機與能力相

容)、過程迷戀(活動新

奇感與心流) 

695.64 (183) 3.80 0.95 0.95 0.087 

五因子 內容迷戀、逃離、動

機相容、能力相容、

過程迷戀(活動新奇感

與心流) 

646.58 (179) 3.61 0.96 0.95 0.084 

五因子 內容迷戀、逃離、相

容性(能力、動機)、活

動新奇感與心流 

525.94 (179) 2.94 0.97 0.95 0.073 

六因子 內容迷戀、逃離、動

機相容、能力相容、

心流、活動新奇感 

475.71 (174) 2.73 0.97 0.97 0.069 

高階模式

(六個子構

面) 

高階構念為恢復體

驗，底下有六個次構

念為: 內容迷戀、逃

離、動機相容、能力

相容、心流、活動新

奇感 

546.60 (183) 2.99 0.96 0.96 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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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恢復體驗 CFA 的結果 (六因子模式_第三波資料) 

構念/問項  標準因素負荷量 

 內容迷戀 (CR=0.88)  
  X26.這家店裡面有很特別的東西  0.85*** 

  X30.這家店的周遭事物吸引我  0.78*** 

  X32.這家店有很多新鮮的人事物  0.74*** 

  X35.這家店裡面具有迷人的事物  0.72*** 

  X41.這家店裡面有很多我覺得很美麗的事物  0.72*** 

  X42.我想要花更多時間瞧一瞧這家店裡面的東西  0.66*** 
 暫時逃離 (CR=0.87)  

  X1.待在這裡可以使我忘卻現實生活中的壓力  0.80*** 

  X5.來到這家店裡可以讓我的注意力不用放在我不想面對的事情上  0.85*** 

  X6.在這裡我比較不會去想我原本覺得很煩的事情  0.74*** 

  X15.來到這家店可讓我暫時逃離緊湊的生活步調  0.79*** 

 動機相容 (CR=0.74)  

  X51.這家店裡面的環境讓我有機會可以做我喜歡做的活動  0.76*** 

  X53.在這家店裡我可以自己決定要做什麼事  0.68*** 

  X54.在這家店裡我可以自由自在的做我要做的事情  0.64*** 

 能力相容 (CR=0.71)  

  X63.我能應對這家店裡面發生的各種問題  0.68*** 

  X64.我在這家店裡所做的事情都在我的控制之下  0.68*** 

  X65.我能應對這家店中的挑戰  0.65*** 

 活動新奇感 (CR=0.82)  

  X21.在這家店裡我做的事情和平常不太一樣  0.77*** 

  X22.我在這家店裡會做一些在別的地方不會做的事  0.88*** 

  X43.在這家店中我做了一些有趣的活動  0.68*** 

 心流 (CR=0.86)  

  X71.當我在這家店裡，我可以全神貫注的進行我要做的活動  0.84*** 

  X72.當我在這家店裡進行我的活動時，我可以很專心  0.89*** 
註: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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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恢復體驗子構面間相關 (六因子模式_第三波資料) 

構念 1 2 3 4 5 6 

1. 內容迷戀 1      

2. 暫時逃離 0.52*** 
(0.04) 

1     

3. 能力相容 0.49*** 
(0.05) 

 0.49***  
 (0.05) 

1    

4. 動機相容 0.61*** 
(0.05) 

 0.67*** 
 (0.04) 

0.71*** 
(0.05) 

1   

5. 活動新奇 0.43*** 
(0.05) 

 0.55*** 
 (0.04) 

0.34***  
(0.06) 

0.50*** 
(0.05) 

1  

6. 心流 0.41*** 
(0.05) 

 0.61*** 
 (0.04) 

0.46*** 
(0.06) 

0.58*** 
(0.05) 

  0.72***  
  (0.04) 

1 

平均數 3.45 3.88 3.35 3.65 3.38 3.59 

標準差 0.64 0.63 0.60 0.64 0.71 0.72 

註: 樣本數為 367。括弧內的值為標準誤；*** p<0.001 

 

    經由第一、第二與第三波資料的實證，恢復體驗共可分為六個子構面，分別

是內容迷戀、暫時逃離、動機相容、能力相容、活動新奇感與心流，分別以 6 題、

4 題、3 題、3 題、3 題、2 題衡量，共有 21 題。該量表具有不錯的收斂、區別效

度、效標關聯效度與信度，並可被運用到多元的服務店家類型及不同樣本特性的

樣本中，具有外在效度。將最終版的恢復體驗問項列於附錄十二。 

 

    檢驗恢復體驗與其子構面之間的關係是否為形成型(Formative)的關係。遵循

Javis et al. (2003)的建議，形成型測量模式若要能被估計得出來，就必須將形成型

構念與其指標放在一個較大的理論網絡中，他們指出至少要有兩個內生的反映型

構念及其問項。有鑑於此，選用心神不寧與有效運作當成內生的反映型構念。模

式為六個恢復體驗子構面(指標)影響恢復體驗，恢復體驗再影響有效運作以及心

神不寧兩個構念。形成型測量模式的配適度是可接受的(χ2(192)=576.89, Normed 

χ2=3, CFI=0.97, NNFI=0.97, RMSEA=0.074)。從外部效度而言，恢復體驗指標會顯

著地負向影響心神不寧(β=-0.46, p<0.001)，恢復體驗會顯著地正向影響有效運作

( β =0.85, p<0.001)，這結果符合 ART 理論的預測，因此具有外在效度

(Diamantopoulos and Winklhofer 2001)。進一步檢驗效度係數(Validity Coefficient)

得知內容迷戀(r=0.26, p<0.001)、暫時逃離(r=0.39, p<0.001)、能力相容(r=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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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恢復體驗 CFA 的結果 (高階模式_第三波資料) 

構念/問項 標準因素負荷量 
恢復體驗 (CR=0.87)  
 內容迷戀 0.65*** a 
  X26.這家店裡面有很特別的東西  0.85*** 

  X30.這家店的周遭事物吸引我  0.78*** 

  X32.這家店有很多新鮮的人事物  0.74*** 

  X35.這家店裡面具有迷人的事物  0.71*** 

  X41.這家店裡面有很多我覺得很美麗的事物  0.72*** 

  X42.我想要花更多時間瞧一瞧這家店裡面的東西  0.66 b 

 暫時逃離 0.79*** a 

  X1.待在這裡可以使我忘卻現實生活中的壓力  0.80*** 

  X5.來到這家店裡可以讓我的注意力不用放在我不想面對的事情上  0.85*** 

  X6.在這裡我比較不會去想我原本覺得很煩的事情  0.74 b 

  X15.來到這家店可讓我暫時逃離緊湊的生活步調  0.79*** 

 動機相容 0.83*** a 

  X51.這家店裡面的環境讓我有機會可以做我喜歡做的活動  0.77*** 

  X53.在這家店裡我可以自己決定要做什麼事  0.68*** 

  X54.在這家店裡我可以自由自在的做我要做的事情  0.64 b 

 能力相容 0.65*** a 

  X63.我能應對這家店裡面發生的各種問題  0.72*** 

  X64.我在這家店裡所做的事情都在我的控制之下  0.63 b 

  X65.我能應對這家店中的挑戰  0.67*** 

 活動新奇感 0.71*** a 

  X21.在這家店裡我做的事情和平常不太一樣  0.77 b 

  X22.我在這家店裡會做一些在別的地方不會做的事  0.88*** 

  X43.在這家店中我做了一些有趣的活動  0.68*** 

 心流 0.76*** a 

  X71.當我在這家店裡，我可以全神貫注的進行我要做的活動  0.84 b 

  X72.當我在這家店裡進行我的活動時，我可以很專心  0.89*** 
註: a 高階因素負荷量; b 負荷量設為 1;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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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銷售導向顧客導向(SOCO)問項 EFA 結果 (第三波資料) 

問項 顧客導向 銷售導向 
COO1 服務人員想要了解顧客的需求 0.81 -0.02 
COO2 服務人員把顧客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 0.74 -0.07 
COO3 服務人員採用問題解決的方式來銷售產品或提供服務給

顧客 
0.74 0.24 

COO4 服務人員推薦最能夠解決問題的產品或服務給顧客 0.82 -0.03 
COO5 服務人員企圖找出那一種產品或服務對顧客最有幫助 0.86 0.01 
SO1 服務人員想要盡其所能地賣東西給顧客，而沒有去滿足顧

客的真正需要 
-0.05 0.91 

SO2 服務人員在銷售時會扭曲事實 0.05 0.89 
SO3 服務人員不斷的說服顧客去購買他所不需要的 0.05 0.87 
SO4 服務人員會將產品或服務描繪的很美好，即使並沒有這麼

好 
0.06 0.90 

SO5 服務人員會推薦他想要賣的東西給顧客，而不是根據顧客

的購後滿意 
-0.02 0.92 

註: 因素萃取法為主成分法，轉軸法為最大變異直交轉軸法 

 

p<0.05)與心流(r=0.18, p<0.05)會顯著正向影響恢復體驗，然而，動機相容(r=-0.02, 

p>0.10)與活動新奇性(r=-0.08, p>0.10)對恢復體驗的影響不顯著，這兩個面向不具

效度(Diamantopoulos and Winklhofer 2001)。恢復體驗六個子構面應該要和恢復體

驗呈現顯著的正相關，但是結果卻顯示動機相容與活動新奇性和恢復體驗無顯著

關係，這可能是因為恢復體驗子構面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相關，導致共線性的問

題，進而使效度係數不顯著。根據 Diamantopoulos and Winklhofer (2001)，必須刪

除效度係數不顯著的恢復體驗面向，但是這樣做將會使恢復體驗的概念範疇有缺

失。動機相容為恢復體驗中一個不可缺失的面向，因為 ART 理論對於相容性是以

動機相容為基礎(Kaplan 1995)。因此，動機相容不可因為其對恢復體驗不顯著就

給予刪除，這樣會使恢復體驗概念缺失重要部分。由以上討論可知，將恢復體驗

與其子構面之間的關係建模為形成型比較不被資料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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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恢復體驗與前因後果之間的關係 

在執行整體模式的 CFA 前，先針對銷售導向顧客導向(SOCO)確認其因素結構。

過去文獻顯示 SOCO 的因素結構為兩因素，本研究參考過去文獻(Thomas et al. 

2001)的作法，執行 EFA，並使用主成分法萃取因素，並執行最大變異直交轉軸法，

目的是檢驗 SOCO 的因素結構。EFA 的結果列於表 5-6，結果指出萃取兩個因子

(使用 K1 準則)，累積解釋變異為 72.66%，大於 60%的標準，問項的共同性介於

0.56~0.85，滿足 0.50 的門檻。結果如同文獻所說，SOCO 可分為顧客導向與銷售

導向兩個面向(Saxe and Weitz 1982;Thomas et al. 2001)。從 EFA 結果可知顧客導

向與銷售導向分得很清楚，相關很低，後續會將顧客導向與銷售導向分開處理。 

 

    由第二波資料得知心神不寧、再專注與正向效能感三個面向皆反映注意力幸

福感，因此做一個二階 CFA 檢驗注意力幸福感的因素結構。結果顯示模式配適度

是 可 接 受 的 ( χ2 (74)=221.90, Normed χ2 =2.99, CFI=0.98, NNFI=0.97, 

RMSEA=0.074)，注意力幸福感此二階構念與其三個子構面之間的關係顯著

(p<.001)，子構面與其問項亦有顯著關係(p<0.001)，因此，後續將採降階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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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CFA 的結果 (FULL MODEL_第三波資料) 

註: 將『其他顧客相似性』、『外表』與『行為適當性』合併為『其他顧客知覺』，將『再專注』與『正向

效能感』合併為『有效運作』；*** p<0.001 

 

 

構念/問項 標準因素負荷量 

 融洽 (CR=0.94)  
  R9 跟我一起去的那群人對我很感興趣 0.51*** 
  R7 跟我一起去的那群人好有幽默感 0.51*** 
  R1 我對和我一起去的那群人感到很有興趣 0.62*** 
  R8 我很關心跟我一起去的這群人 0.78*** 
  R4 我覺得我和一起去的這群人相處融洽 0.87*** 
  R3 我對和我一起去的這群人感到很合得來 0.90*** 
  R10 我對和我一起去的這群人關係很親密 0.81*** 
  R2 和我去的這群人給我的感覺就是很溫暖 0.83*** 
  R6 我和跟我一起去的這群人處得不錯 0.93*** 
  R5 我喜歡和我一起去的這群人互動 0.90*** 

 服務友誼 (CR=0.86)  

  FR2 我和服務人員已經建立融洽的關係 0.73*** 

  FR3 我和服務人員是有友誼的 0.75*** 
  FR4 服務人員和我似乎有很多話題可以聊 0.83*** 
  FR1 服務人員很瞭解我 0.82*** 
 顧客導向 (CR=0.86)  

  COO4 服務人員推薦最能夠解決問題的產品或服務給顧客 0.78*** 
  COO5 服務人員企圖找出那一種產品或服務對顧客最有幫助 0.82*** 

COO1 服務人員想要了解顧客的需求 0.74*** 
COO2 服務人員把顧客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 0.66*** 
COO3 服務人員採用問題解決的方式來銷售產品或提供服務給顧客 0.69*** 

 銷售導向 (CR=0.94)  

SO3 服務人員不斷的說服顧客去購買他所不需要的 0.82*** 
SO2 服務人員在銷售時會扭曲事實 0.85*** 

SO4 服務人員會將產品或服務描繪的很美好，即使並沒有這麼好 0.88*** 

SO5 服務人員會推薦他想要賣的東西給顧客，而不是根據顧客的購後滿意 0.92*** 

SO1 服務人員想要盡其所能地賣東西給顧客，而沒有去滿足顧客的真正需要 0.91*** 

 其他顧客知覺 (CR=0.89)  

  S 相似性問項平均分數 0.76*** 
  AP 外表平均分數 0.89*** 
  MB 行為適當性問項平均分數 0.91*** 
 注意力幸福感 (CR=0.84)  
  DIS 心神不寧平均分數 0.66*** 
  POS 有效運作平均分數 0.90*** 
  FOCUS 再專注平均分數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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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續)  CFA 的結果 (FULL MODEL_第三波資料) 

註: 將『其他顧客相似性』、『外表』與『行為適當性』合併為『其他顧客知覺』，將『再專注』與

『正向效能感』合併為『有效運作』；*** p<0.001 

構念/問項 標準因素負荷量 

實體環境 (CR=0.95)  

EQ3 這家店裡面有高品質的設備 0.73*** 

EQ1 這家店裡面的設備是有現代感的 0.77*** 

EQ2 這家店裡面的電子設施很棒 0.53*** 

SP2 我在這家店裡面可以很順暢的移動 0.41*** 

SP1 這家店裡面的樓層安排是合宜的 0.67*** 

DG3 這家店的外觀是吸引人的 0.62*** 

DG2 這家店裡面的配色是恰到好處 0.80*** 

DG1 我覺得這家店的內部設計在視覺上有吸引力 0.79*** 

CL3 這家店裡面的員工穿著乾淨整齊 0.75*** 

CL1 這家店很衛生 0.76*** 

CL2 這家店裡面是乾淨的 0.78*** 

AM4 這家店裡面播放的音樂很適當 0.67*** 

AM1 這家店裡面的背景音樂是宜人的 0.65*** 

AM3 這家店裡面的氣味是宜人的 0.70*** 

AM2 這家店裡面的燈光讓我覺得舒適 0.82*** 

產品品質 (CR=0.80)  

PQ3 這家店所賣的產品是最棒的店家之一 0.64*** 

PQ2 這家店所賣的產品是高品質的 0.81*** 

PQ1 這家店所賣的產品是很棒的 0.82*** 

社交性 (CR=0.88)  

SOC1 我喜歡跟人群在一起 0.83*** 

SOC2 我把握機會與別人交際 0.79*** 

SOC3 我喜愛與他人一起工作，而非獨自工作 0.77*** 

SOC4 我覺得人比任何其它的事物更有趣 0.80*** 

SOC5 不能和別人互動會讓我感到不開心 0.64*** 

恢復體驗 (CR=0.82)  

CF 內容迷戀平均分數 0.66*** 

ES 逃離平均分數 0.76*** 

CO 能力相容平均分數 0.57*** 

MO 動機相容平均分數 0.70*** 

NO 活動新奇感平均分數 0.60*** 

FO 心流平均分數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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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構念間相關 (FULL MODEL_第三波資料) 

構念 1 2 3 4 5 6 7 8 9 10 

1. 融洽 1          

2. 服務友誼 -0.04 
(0.06) 

1         

3. 顧客導向 0.17** 
(0.06) 

 0.76***  
 (0.03) 

1        

4. 銷售導向 -0.30*** 
(0.05) 

 0.17** 
 (0.06) 

0.03 
(0.06) 

1       

5. 其他顧客 0.27*** 
(0.05) 

 0.43*** 
 (0.05) 

0.48***  
(0.05) 

-0.07 
(0.06) 

1      

6. 實體服務場

景 
0.36*** 
(0.05) 

 0.25*** 
 (0.05) 

0.45*** 
(0.05) 

-0.15** 
(0.05) 

  0.51***  
  (0.04) 

1     

7. 產品品質 0.29*** 
(0.05) 

0.26*** 
 (0.06) 

0.48*** 
(0.05) 

-0.05 
(0.06) 

0.49*** 
(0.05) 

0.61***  
(0.04) 

1    

8. 社會性 0.35*** 
(0.05) 

0.13* 
(0.06) 

0.23*** 
(0.06) 

-0.02 
(0.06) 

0.37 
(0.05) 

0.58*** 
(0.05) 

0.31*** 
(0.06) 

1   

9. 恢復體驗 0.54*** 
(0.04) 

0.24*** 
(0.06) 

0.28*** 
(0.06) 

-0.23*** 
(0.06) 

0.48*** 
(0.05) 

0.48*** 
(0.05) 

0.59*** 
(0.05) 

0.32*** 
(0.06) 

1  

10.注意力幸福

感 
0.45*** 
(0.05) 

0.26*** 
(0.06) 

0.26*** 
(0.06) 

-0.17** 
(0.06) 

0.54*** 
(0.04) 

0.57*** 
(0.04) 

0.52*** 
(0.05) 

0.48*** 
(0.05) 

0.68*** 
(0.04) 

1 

平均數 3.92 2.89 3.27 2.28 3.34 3.44 3.68 3.57 3.54 3.48 

標準差 0.55 0.72 0.60  0.77 0.46 0.65 0.53 0.64 0.48 0.49 

註: 樣本數為 367。括弧內的值為標準誤；*** p<0.001 **p<0.01 *p<0.05 

 

    執行整體模式 CFA，分析的構念包括有人際融洽、服務友誼、顧客導向、銷

售導向、其他顧客相似性、其他顧客外表、其他顧客行為適當性、恢復體驗、注

意力幸福感，並還有實體服務場景、產品品質與社交性三個控制構念。整體模式

的配適度指標是可被接受的 ( χ2 (2213)=5059.01, Normed χ2 =2.29, CFI=0.95, 

NNFI=0.95, RMSEA=0.059)，收斂效度(因素負荷量 t 值>1.96)皆有過，但是有些構

念間的區別效度不彰。反映其他顧客知覺的三個子構面之間高度相關，其他顧客

行為適當性與其他顧客外表相關值為 1，其他顧客行為適當性與其他顧客相似性

相關值為 0.82、其他顧客外表和其他顧客相似性相關值為 0.84，表示其他顧客三

個子構面間可能難以區別。如果將三個高度相關的子構面同時視為外生構念，將

會產生共線性的問題，對後續路徑係數的估計會產生不良影響，有鑑於此，將其

他顧客三個子構面合併為『其他顧客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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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CFA Marker 第一階段_模式比較 (所有構念間關係) 

模式 描述 𝛘𝛘𝟐𝟐(df) 𝛘𝛘𝟐𝟐/df CFI NNFI RMSEA 

CFA 
Model 

恢復體驗、人際融洽、服務友誼、

顧客導向、銷售導向、其他顧客知

覺、心神不寧、有效運作、實體服

務場景、產品品質、社交性等理論

構念加上 Marker PA，跑一般的 CFA 

5672.40 
(2224) 

2.55 0.95 0.94 0.065 

Baseline 
Model 

將 PA 的因素負荷量與衡量誤差設定

為 CFA Model 中所估計出的值，將

PA 與其他理論構念之間的關係設為

0 

5827.18 
(2253) 

2.59 0.94 0.94 0.066 

C-Model Baseline Model 中估計 PA 對理論構

念問項的影響(Method factor 
loading)，並假設影響一樣 

5767.08 
(2252) 

2.56 0.95 0.94 0.065 

U-Model Baseline Model 中估計 PA 對理論構

念問項的影響(Method factor loading) 
5597.66 
(2194) 

2.55 0.95 0.94 0.065 

R-Model U Model or C Model 中設定構念間的

關係等於 Baseline Model 估出的關係 
5631.74 
(2239) 

2.52 0.95 0.95 0.064 

 

    合併其他顧客三個子構面後，再跑所有構念的 CFA。模式的配適度指標是可

接受的(χ2(1609)=4127.37, Normed χ2=2.57, CFI=0.95, NNFI=0.95, RMSEA=0.065)。

從表 5-7 得知，所有問項因素負荷量的 t 值皆大於 1.96，表示收斂效度有被達成。

此外，從表 5-8 得知構念間相關的 95%信賴區間不包含 1，因此具有區別效度。 

 

    使用 CFA Marker 技術檢驗是否所有構念間的關係會受到共同方法變異的影

響而產生偏誤，分析的理論構念有恢復體驗、人際融洽、服務友誼、顧客導向、

銷售導向、其他顧客知覺、心神不寧、有效運作、實體服務場景、產品品質、社

交性。選用的 Marker 構念為正向情感特質。首先先進行第一階段的模式比較，亦

即建立五個模式後進行模式比較，顯示於表 5-9。C-Model 與 U-Model 比較，

∆χ2=169.42, ∆df=58，p<0.001，U-Model 配適度顯著優於 C-Model，因此選擇 U-

Model作為R-Model的基礎。Baseline Model與U-Model比較，∆χ2=229.52, ∆df=59，

p<0.001，U- Model 配適度顯著優於 Baseline Model，因此選擇 U-Model，這表示

CMV 是存在的。從 U-Model 結果(顯示於表 5-10)可以得知即使考量 PA 對所有理

論構念問項的影響下，所有理論構念問項的因素負荷量還是顯著(p<0.001)。59 個

方法負荷量中有 47 個顯著，表示有 47 題理論構念問項會顯著受到 CMV 的汙染。

R-Model 與 U-Model 比較，∆χ2=34.08, ∆df=45，p>0.88，U- Model 配適度並無顯

著優於 R-Model，因此選擇 R-Model，這表示 CMV 並不會使構念間關係偏誤。 
12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表 5-10  U-Model CFA 結果 (所有構念間關係) 

註: 將『其他顧客相似性』、『外表』與『行為適當性』合併為『其他顧客知覺』，將『再專注』與『正向

效能感』合併為『有效運作』；*** p<0.001；*p<0.05 

構念/問項 理論負

荷量 
方法負

荷量 
 融洽 (CR=0.94)   
  R9 跟我一起去的那群人對我很感興趣 0.43*** 0.30*** 
  R7 跟我一起去的那群人好有幽默感 0.43*** 0.29*** 
  R1 我對和我一起去的那群人感到很有興趣 0.57*** 0.24*** 
  R8 我很關心跟我一起去的這群人 0.73*** 0.27*** 
  R4 我覺得我和一起去的這群人相處融洽 0.81*** 0.31*** 
  R3 我對和我一起去的這群人感到很合得來 0.83*** 0.35*** 
  R10 我對和我一起去的這群人關係很親密 0.75*** 0.30*** 
  R2 和我去的這群人給我的感覺就是很溫暖 0.77*** 0.32*** 
  R6 我和跟我一起去的這群人處得不錯 0.87*** 0.33*** 
  R5 我喜歡和我一起去的這群人互動 0.83*** 0.34*** 

 服務友誼 (CR=0.87)   

  FR2 我和服務人員已經建立融洽的關係 0.72*** 0.13* 

  FR3 我和服務人員是有友誼的 0.75*** 0.01 
  FR4 服務人員和我似乎有很多話題可以聊 0.83*** 0.09 
  FR1 服務人員很瞭解我 0.83*** 0.01 
 顧客導向 (CR=0.86)   

  COO4 服務人員推薦最能夠解決問題的產品或服務給顧客 0.78*** 0.06 
  COO5 服務人員企圖找出那一種產品或服務對顧客最有幫助 0.82*** 0.07 

COO1 服務人員想要了解顧客的需求 0.73*** 0.08 
COO2 服務人員把顧客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 0.65*** 0.11* 
COO3 服務人員採用問題解決的方式來銷售產品或提供服務給顧客 0.70*** 0.00 

 銷售導向 (CR=0.94)   

SO3 服務人員不斷的說服顧客去購買他所不需要的 0.82*** -0.09 
SO2 服務人員在銷售時會扭曲事實 0.85*** -0.06 

SO4 服務人員會將產品或服務描繪的很美好，即使並沒有這麼好 0.88*** -0.04 

SO5 服務人員會推薦他想要賣的東西給顧客，而不是根據顧客的購後滿意 0.92*** 0.01 

SO1 服務人員想要盡其所能地賣東西給顧客，而沒有去滿足顧客的真正需要 0.91*** -0.02 

 其他顧客知覺 (CR=0.89)   

  S 相似性問項平均分數 0.74*** 0.19*** 
  AP 外表平均分數 0.84*** 0.29*** 
  MB 行為適當性問項平均分數 0.85*** 0.30*** 
 注意力幸福感 (CR=0.83)   
  DIS 心神不寧平均分數 0.57*** 0.23*** 
  POS 有效運作平均分數 0.69*** 0.60*** 
  FOCUS 再專注平均分數 0.65***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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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續)  U-Model CFA 結果 (所有構念間關係) 

註: 將『其他顧客相似性』、『外表』與『行為適當性』合併為『其他顧客知覺』，將『再專注』與『正向

效能感』合併為『有效運作』；*** p<0.001；*p<0.05 
 

構念/問項 理論負

荷量 
方法負

荷量 
實體環境 (CR=0.93)   

EQ3 這家店裡面有高品質的設備 0.65*** 0.36*** 
EQ1 這家店裡面的設備是有現代感的 0.71*** 0.30*** 

EQ2 這家店裡面的電子設施很棒 0.47*** 0.26*** 

SP2 我在這家店裡面可以很順暢的移動 0.36*** 0.20*** 

SP1 這家店裡面的樓層安排是合宜的 0.62*** 0.23*** 

DG3 這家店的外觀是吸引人的 0.57*** 0.25*** 

DG2 這家店裡面的配色是恰到好處 0.75*** 0.29*** 

DG1 我覺得這家店的內部設計在視覺上有吸引力 0.76*** 0.22*** 

CL3 這家店裡面的員工穿著乾淨整齊 0.72*** 0.23*** 

CL1 這家店很衛生 0.72*** 0.25*** 

CL2 這家店裡面是乾淨的 0.77*** 0.19*** 

AM4 這家店裡面播放的音樂很適當 0.62*** 0.25*** 

AM1 這家店裡面的背景音樂是宜人的 0.61*** 0.24*** 

AM3 這家店裡面的氣味是宜人的 0.65*** 0.27*** 

AM2 這家店裡面的燈光讓我覺得舒適 0.77*** 0.28*** 

產品品質 (CR=0.80)   

PQ3 這家店所賣的產品是最棒的店家之一 0.63*** 0.13* 

PQ2 這家店所賣的產品是高品質的 0.78*** 0.22*** 

PQ1 這家店所賣的產品是很棒的 0.79*** 0.24*** 

社交性 (CR=0.88)   

SOC1 我喜歡跟人群在一起 0.72*** 0.41*** 

SOC2 我把握機會與別人交際 0.64*** 0.45*** 

SOC3 我喜愛與他人一起工作，而非獨自工作 0.70*** 0.34*** 

SOC4 我覺得人比任何其它的事物更有趣 0.66*** 0.46*** 

SOC5 不能和別人互動會讓我感到不開心 0.59*** 0.27*** 

恢復體驗 (CR=0.82)   

CF 內容迷戀平均分數 0.59*** 0.29*** 

ES 逃離平均分數 0.68*** 0.34*** 

CO 能力相容平均分數 0.52*** 0.24*** 

MO 動機相容平均分數 0.64*** 0.29*** 

NO 活動新奇感平均分數 0.52*** 0.30*** 

FO 心流平均分數 0.61***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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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CFA Marker 第二階段_信度拆解分析 (所有構念間關係) 

構念 CRtotal CRsubstantive CRmethod 
人際融洽 0.94 0.79 0.15 
服務友誼 0.87 0.86 0.01 
顧客導向 0.86 0.85 0.01 
銷售導向 0.94 0.94 0.00 
其他顧客知覺 0.89 0.81 0.08 
注意力幸福感 0.83 0.56 0.27 
實體服務場景 0.93 0.81 0.12 
產品品質 0.80 0.75 0.05 
社交性 0.88 0.66 0.22 
恢復體驗 0.82 0.66 0.16 

 

表 5-12  CFA Marker 第三階段_敏感度分析 (所有構念間關係) 

因素間相關 CFA 模式 基礎模式 U 模式 S 模式 
(95% C.I.) 

S 模式 
(99% C.I.) 

R, FR -0.04 -0.04 -0.07 -0.08 -0.08 
R, COO 0.16** 0.16** 0.14* 0.15** 0.15** 
R, SO -0.30*** -0.30*** -0.31*** -0.33*** -0.33*** 
R, OTH 0.27*** 0.27*** 0.17** 0.12* 0.13* 
R, ATT 0.45*** 0.45*** 0.30*** 0.31*** 0.30*** 
R, PHY 0.36*** 0.36*** 0.26*** 0.24*** 0.24*** 
R, PQ 0.29*** 0.29*** 0.21*** 0.18** 0.18** 
R, SOC 0.35*** 0.35*** 0.20*** 0.21*** 0.20*** 
R, RES 0.54*** 0.54*** 0.45*** 0.43*** 0.43*** 
FR, COO 0.76*** 0.76*** 0.76*** 0.75*** 0.74*** 
FR, SO 0.17** 0.17** 0.18** 0.19** 0.19*** 
FR, OTH 0.43*** 0.43*** 0.43*** 0.45*** 0.46*** 
FR, ATT 0.26*** 0.26*** 0.27*** 0.25*** 0.24*** 
FR, PHY 0.25*** 0.25*** 0.24*** 0.25*** 0.25*** 
FR, PQ 0.26*** 0.26*** 0.25*** 0.26*** 0.26*** 
FR, SOC 0.13 0.13 0.10 0.10 0.10 
FR, RES 0.24*** 0.24*** 0.23*** 0.24*** 0.24*** 
COO, SO 0.03 0.03 0.04 0.01 0.01 
COO, OTH 0.48*** 0.48*** 0.48*** 0.46*** 0.46*** 
COO, ATT 0.36*** 0.36*** 0.38*** 0.40*** 0.40*** 
COO, PHY 0.45*** 0.45*** 0.45*** 0.45*** 0.45*** 
COO, PQ 0.48*** 0.48*** 0.48*** 0.47*** 0.47*** 
COO, SOC 0.23*** 0.23*** 0.21*** 0.23*** 0.23*** 
COO, RES 0.28*** 0.28*** 0.27*** 0.27*** 0.27*** 
SO, OTH 0.03 0.03 -0.06 0.00 0.01 
SO, ATT -0.17 -0.17 -0.18** -0.25*** -0.25*** 
SO, PHY -0.15** -0.15** -0.15** -0.14* -0.13* 
SO, PQ -0.05 -0.05 -0.04 -0.02 -0.01 
SO, SOC -0.02 -0.02 0.00 -0.05 -0.05 
SO, RES -0.23*** -0.23*** -0.23*** -0.21*** -0.20*** 

註: R: 人際融洽、FR: 服務友誼、SO: 銷售導向、OTH: 其他顧客知覺、ATT: 注意力幸福感、

PHY: 實體服務場景、PQ: 產品品質、SOC: 社交性、RES: 恢復體驗；*** p<0.0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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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續)  CFA Marker 第三階段_敏感度分析 (所有構念間關係) 

因素間相關 CFA 模式 基礎模式 U 模式 S 模式 
(95% C.I.) 

S 模式 
(99% C.I.) 

OTH, ATT 0.54*** 0.54*** 0.46*** 0.37*** 0.37*** 
OTH, PHY 0.51*** 0.51*** 0.45*** 0.44*** 0.44*** 
OTH, PQ 0.49*** 0.49*** 0.45*** 0.45*** 0.46*** 
OTH, SOC 0.37*** 0.37*** 0.25*** 0.20*** 0.20*** 
OTH, RES 0.48*** 0.48*** 0.40*** 0.40*** 0.40*** 
ATT, PHY 0.57*** 0.57*** 0.48*** 0.45*** 0.44*** 
ATT, PQ 0.52*** 0.52*** 0.46*** 0.41*** 0.41*** 
ATT, SOC 0.48*** 0.48*** 0.25*** 0.29*** 0.28*** 
ATT, RES 0.68*** 0.68*** 0.57*** 0.53*** 0.53*** 
PHY, PQ 0.61*** 0.61*** 0.57*** 0.57*** 0.57*** 
PHY, SOC 0.38*** 0.38*** 0.25*** 0.23*** 0.23*** 
PHY, RES 0.48*** 0.48*** 0.39*** 0.38*** 0.38*** 
PQ, SOC 0.31*** 0.31*** 0.20*** 0.18** 0.18** 
PQ, RES 0.59*** 0.59*** 0.55*** 0.55*** 0.55*** 
SOC, RES 0.32*** 0.32*** 0.12 0.11 0.10 

註: R: 人際融洽、FR: 服務友誼、SO: 銷售導向、OTH: 其他顧客知覺、ATT: 注意力幸福感、

PHY: 實體服務場景、PQ: 產品品質、SOC: 社交性、RES: 恢復體驗；*** p<0.001 ** p<0.01 
 
    CFA Marker 的第二階段為信度拆解，結果如表 5-11 所示。從表中可以看出理

論構念的信度被 CMV 膨脹的程度。注意力幸福感被 CMV 膨脹的最為嚴重，其

真正的信度為 0.56。服務友誼、顧客導向、銷售導向、產品品質與其他顧客知覺

等構念的信度較不受 CMV 膨脹，因為膨脹的程度不到 10%。除了注意力幸福感，

所有理論構念的真正信度還是有高於 0.60 的最低門檻 (Bagozzi and Yi 1989)。 

 

CFA Marker 的第三階段為敏感度分析，結果如表 5-12 所示。如同 U 模式的

結果所示，引入方法效果後，幾乎所有理論構念間的相關模態和基礎模式類似，

顯著的理論構念相關還是顯著，不顯著的還是不顯著。雖然理論相關的值在 U 模

式與基礎模式不同，但是如同 CFA Marker 第一階段中 R 模式與 U 模式比較的結

果顯示，理論的相關不會因為 CMV 產生偏誤。在 S 模式(95% C.I.)中，當方法因

素負荷量的值增加到 95%信賴區間的上限值時，所有理論構念的相關模態還是和

U 模式類似，且顯著的也顯著，不顯著的也不顯著，相關的值改變不多。在 S 模

式(99% C.I.)中，當方法因素負荷量的值增加到 99%信賴區間的上限值時，所有理

論構念的相關模態還是和 U 模式類似，且顯著的也顯著，不顯著的也不顯著，相

關的值改變不大。整體而言，敏感度分析結果顯示，幾乎所有理論構念間的關係

模態不會被方法負荷量的抽樣誤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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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結構模式的結果 (模式 OA_第三波資料) 

 
恢復體驗 注意力幸福感  

 

恢復體驗   0.49***   

人際融洽              0.40***    
其他顧客知覺 
服務友誼 

0.15* 

0.36*** 
 
 

 
 

 

 

顧客導向 −0.35**    

銷售導向 −0.12*     
控制變數      
實體服務場景 0.03 0.24***   
產品品質 0.46*** 0.01   
社交性 0.01 0.23***   

SMCa 59% 59%   
註: 內生構念顯示在第一列，自變數顯示在第一欄。表中所呈現的係數為標準化路徑係數。a 內生

構念多元相關的平方；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整體模式的結構模式結果列於表 5-13 與圖 5-1，此模式被稱為理論模式 OA。

模式的配適度指標是可被接受的(χ2(1614)=4131.75, Normed χ2=2.56, CFI=0.95, 

NNFI=0.95, RMSEA=0.065)。從表 5-13 的路徑係數可得知，服務環境中的人際因

素對於恢復體驗的影響是顯著的。明確而言，人際融洽、其他顧客知覺與服務友

誼會正向影響恢復體驗，而銷售導向會負向影響恢復體驗，因此 H1, H2, H3, H4, 

H5, H6b 皆得到支持。恢復體驗會顯著的影響注意力幸福感，因此 H7 得到支持。

此外，模式的解釋力是中等以上，因為 SMC 皆大於 50%。顧客導向對於恢復體

驗有負向顯著的影響，和理論預期相反，因此 H6a 沒有得到支持。因為顧客導向

與服務友誼呈現高度的相關(0.76)，因此多元共線性的問題可能導致路徑係數估計

時的不穩定或反轉。有鑑於此，拿掉前因-服務友誼，估計一個結構模式 OB，並檢

驗是否顧客導向對恢復體驗的影響會產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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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  結構模式的結果 (模式 OB_第三波資料) 

 
恢復體驗 注意力幸福感  

 

恢復體驗   0.49***   

人際融洽              0.35***    
其他顧客知覺 
顧客導向 

0.22*** 

−0.06 
 
 

 
 

 

 

銷售導向 −0.08+     
控制變數      
實體服務場景 0.01 0.24***   
產品品質 0.41*** 0.01   
社交性 0.00 0.23***   

SMCa 55% 59%   
註: 內生構念顯示在第一列，自變數顯示在第一欄。表中所呈現的係數為標準化路徑係數。a 內生

構念多元相關的平方；+ p < 0.10 *** p < 0.001 
 

    結構模式 OB (拿掉前因-服務友誼)的結果列於表 5-14。模式的配適度指標是

可 被 接 受 的 ( χ2 (1400)=3701.86, Normed χ2 =2.64, CFI=0.95, NNFI=0.95, 

RMSEA=0.067)。結果顯示大部分的人際因素對於恢復體驗的影響是顯著的。明確

而言，人際融洽與其他顧客知覺會正向影響恢復體驗，而銷售導向會負向影響恢

復體驗(p<0.05, 單尾)。恢復體驗會正向影響注意力幸福感。因此模式 OB 的分析

結果大致與模式 OA一致。模式 OB 進一步指出當服務友誼拿掉後，顧客導向對恢

復體驗的負向影響變為不顯著，這顯示理論模式 OA 中顧客導向對恢復體驗負向

顯著的影響應為共線性引發的。然而，即使排除最大的共線性影響後，顧客導向

對恢復體驗仍為不顯著，因此假設 H6a 仍無得到支持。 

 

    模式 OA 中服務友誼對恢復體驗的正向顯著影響亦可能是共線性造成的，為

了檢驗此可能性，拿掉前因-顧客導向，估計一個模式 OC。結構模式 OC (拿掉前

因 - 顧客導向 ) 的結果列於表 5-15 。模式的配適度指標是可被接受的

(χ2(1347)=3656.01, Normed χ2=2.64, CFI=0.95, NNFI=0.95, RMSEA=0.068)。結果

顯示服務友誼正向影響恢復體驗，這表示模式 OA 中服務友誼對恢復體驗的正向

顯著影響不會是共線性造成的結果。此外，模式 OC 的分析結果大致與模式 OA一

致。明確而言，人際融洽、其他顧客知覺與服務友誼會正向影響恢復體驗，而銷

售導向會負向影響恢復體驗。恢復體驗會正向影響注意力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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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5  結構模式的結果 (模式 OC_第三波資料) 

 
恢復體驗 注意力幸福感  

 

恢復體驗   0.49***   

人際融洽              0.37***    
其他顧客知覺 
服務友誼 

0.15* 

0.12* 
 
 

 
 

 

 

銷售導向 −0.11*     
控制變數      
實體服務場景 −0.01 0.24**   
產品品質 0.38*** 0.01   
社交性 0.00 0.23***   

SMCa 56% 59%   
註: 內生構念顯示在第一列，自變數顯示在第一欄。表中所呈現的係數為標準化路徑係數。a 內生

構念多元相關的平方；*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從表 5.13-5.15 可知控制變數是有效的，因為其至少會影響一個內生構念。實體服

務場景對於恢復體驗的影響不顯著，但會正向影響注意力幸福感。產品品質對恢

復體驗有顯著的影響，但對於注意力幸福感的影響不顯著。社交性對恢復體驗的

影響不顯著，但會正向顯著地影響注意力幸福感。從表 5.13-5.15 可知人際因素相

對於實體因素而言在服務業的情境中較能影響恢復體驗，因為結果皆指出實體服

務場景對於恢復體驗無顯著影響，而人際因素對恢復體驗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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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中介分析 

首先針對理論模式 OA進行中介分析。建構一個部份中介模型 CA，此模式相對於

模式 OA多估計人際因素各個面向對注意力幸福感的直接效果。模式 CA的配適度

是 可 接 受 的 ( χ2 (1609)=4127.37, Normed χ2 =2.57, CFI=0.95, NNFI=0.95, 

RMSEA=0.065)。比較模式 CA與模式 OA的配適度，結果顯示模式 CA相對於模式

OA 的配適度並無顯著提升(Δχ2=4.38, Δdf=5, p> 0.49)，基於模式精簡考量可選擇

模式 OA。亦針對模式 OB (拿掉前因-服務友誼)做中介分析。建構一個部份中介模

型 CB，此模式相對於模式 OB 多估計人際因素各個面向對注意力幸福感的直接效

果。模式 CB 的配適度是可接受的(χ2(1396)=3703.21, Normed χ2=2.65, CFI=0.95, 

NNFI=0.95, RMSEA=0.067)。比較模式 OB 與模式 CB 的配適度，結果顯示模式 CB

相對於模式 OB 的配適度並無顯著提升(Δχ2=1.35, Δdf=4, p> 0.85)，基於模式精簡

考量可選擇模式 OB。亦針對模式 OC (拿掉前因-顧客導向)做中介分析。建構一個

部份中介模型 CC，此模式相對於模式 OC 多估計人際因素各個面向對注意力幸福

感的直接效果。模式 CC 的配適度是可接受的(χ2(1396)=3703.21, Normed χ2=2.65, 

CFI=0.95, NNFI=0.95, RMSEA=0.067)。比較模式 OC 與模式 CC 的配適度，結果顯

示模式 CC 相對於模式 OC 的配適度並無顯著提升(Δχ2=3.81, Δdf=4, p> 0.43)，基於

模式精簡考量可選擇模式 OC。以上中介分析結果指出恢復體驗會完全中介人際因

素與注意力幸福感之間的關係，因此，H8 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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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事後分析 

檢驗是否所有前因對恢復體驗的影響是不同的，進行一連串的模式比較。選擇 OC

作為比較的基礎模式，因為該模式比較沒有共線性的問題且亦保留對恢復體驗有

顯著影響的人際前因。當設定所有前因對恢復體驗影響一樣時，模式配適度顯著

劣於 OC 模式(Δχ2=53.81, Δdf=6, p< 0.001)，表示所有前因對恢復體驗的影響應為

不同的，應被自由估計。當設定人際因素對恢復體驗影響一樣時，模式配適度顯

著劣於 OC 模式(Δχ2=74.47, Δdf=3, p< 0.001)，表示人際因素對恢復體驗的影響應

為不同的，應被自由估計。從表 5-15 中的標準化路徑係數可知，人際融洽相較於

其他人際因素前因對恢復體驗有較高影響。卡方檢定的結果顯示人際融洽相較於

其他顧客知覺(Δχ2=22.03, Δdf=1, p< 0.001)、服務友誼(Δχ2=27.85, Δdf=1, p< 0.001)

與銷售導向(Δχ2=72.58, Δdf=1, p< 0.001)較能影響恢復體驗。 

 

 

 

  

13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顧客所屬小群體 

其他顧客 

服務人員 

人際融洽 

其他顧客 

0.40*** 

注意力 
幸福感 

 

服務友誼 

圖 5-1  實證模式 
 

控制變項 

實體服務場景 

實體產品品質 

社交性 

顧客導向 

銷售導向 

恢復體驗 

0.15* 

0.36*** 

-0.35** 

-0.12* 

0.49*** 

註: 係數為標準化係數，*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內容
迷戀 

暫時
逃離 

動機
相容 

能力
相容 

活動
新奇 

心流
經驗 

0.66*** 
0.76*** 0.70*** 

0.57*** 0.60***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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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討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摘要 

呼應鼓吹轉換型服務研究(TSR)學者們的主張，服務研究應以顧客的幸福感為應變

數，並檢驗服務業如何提升幸福感，本研究以注意力恢復的角度指出服務業者如

何透過服務環境中人際因素的設計與管理帶來顧客注意力幸福感的提升，過去研

究相當少檢驗此議題。本研究亦指出恢復體驗是人際因素與注意力幸福感之間的

中介機制。恢復體驗為『人們因為環境或活動的因素而感到有趣、安心，進而重

新得力(Renewal of Strength)的過程』。重新得力是指人們心境上的更新: 從心靈

疲勞的狀態轉換到能量滿滿的狀態。 

    研究一目的為發展服務業恢復體驗的量表，經由兩次的資料驗證，使用背景

多元的樣本與店家類型，發展的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及外部效度。結果顯示恢

復體驗是由內容迷戀、暫時逃離、動機相容、能力相容、活動新奇感與心流此六

個面向組成。該量表具有良好的效標關聯效度，恢復體驗與環境偏好、愉悅情緒

有顯著的正相關與心靈疲勞有顯著的負相關。恢復體驗子構面亦與愉悅情緒、環

境偏好呈現顯著的正向關係，大部分的恢復體驗子構面與心靈疲勞呈現顯著的負

相關。亦有使用 CFA Marker 技術檢驗是否構念間的關係會受到共同方法變異影

響而產生偏誤，結果指出在使用正向情感特質作為 Marker 構念下，恢復體驗與效

標之間的關係不會因為共同方法變異而產生顯著的偏誤。各個研究階段與恢復體

驗子構面的對應關係請見表 6-1。 

    研究二目的為在服務業的情境下檢驗恢復體驗是否會中介服務環境中的人際

因素與注意力幸福感之間的關係，檢驗人際因素與恢復體驗之間的關係，恢復體

驗與注意力幸福感之間的關係，並再次檢驗研究一所發展的恢復體驗量表之因素

結構。結果顯示如下: 第一，恢復體驗會完全中介人際因素與注意力幸福感之間

的關係。第二，恢復體驗會正向影響注意力幸福感。第三，服務環境中的人際因

素對於恢復體驗是有顯著的影響，即使已經控制住實體服務環境、產品品質及社

交性的影響。明確而言，人際融洽、顧客對其他顧客的知覺、服務友誼皆會顯著

的正向影響恢復體驗，而顧客導向與銷售導向會顯著的負向影響恢復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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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研究階段與恢復體驗子構面對照表 

研究階段 恢復體驗子構面 備註 

大自然環境

文獻既有量

表回顧 

內容迷戀、暫時逃離、新奇、動機相

容、能力相容、一致性 
既有量表中會將相容性面

向合在一起 

文獻回顧後

研究者整理 
內容迷戀、過程迷戀、暫時逃離、新

奇、動機相容、能力相容、心智模式相

容與一致性 

加上既有量表沒有但文獻

中提到的面向: 過程迷戀

與心智模式相容 
訪談後 內容迷戀、過程迷戀、暫時逃離、新

奇、動機相容、心智模式相容、一致

性、與愉悅情緒 

受訪者無提到能力相容，

刪除之，受訪者提到愉悅

情緒，加入之 
第一次專家

前測 
內容迷戀、過程迷戀、暫時逃離、新

奇、動機相容、能力相容、心智模式相

容、一致性與愉悅情緒 

建議保留能力相容面向，

加入之 

消費者前測 內容迷戀、過程迷戀、暫時逃離、新

奇、動機相容、能力相容、心智模式相

容、一致性與愉悅情緒 

和第一次專家階段結果相

同 

第二次專家

前測 
內容迷戀、暫時逃離、新奇、動機相

容、能力相容、心智模式相容、一致

性、心流與愉悅情緒 

過程迷戀問項少，建議可

加上心流問項，活動新奇

亦反映過程迷戀，但題項

過少，增加題項 
與服務專家

討論 
內容迷戀、暫時逃離、新奇、動機相

容、能力相容、心智模式相容、一致性

與心流 

愉悅情緒應是恢復體驗後

果而非本身，刪除之 

探索性因素

分析 
內容迷戀、暫時逃離、活動新奇、動機

相容、能力相容、心智模式相容與心流 
一致性面向因其問項交叉

負荷嚴重，拿掉。新奇面

向中反映換環境的問項亦

因交叉負荷嚴重而刪除，

剩下活動新奇 
驗證性因素

分析 (三波

資料) 

內容迷戀、暫時逃離、活動新奇、動機

相容、能力相容與心流 
心智模式相容此面向和其

他恢復體驗面向相關不穩

定，刪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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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理論與方法意涵摘要 

面向 摘要 

理論意涵 相較於大自然情境，服務業情境下的恢復體驗多了過程迷戀(活動新奇與

心流經驗)，少了一致性面向。 

 

服務環境的恢復體驗重視活動產生的過程迷戀，大自然環境的恢復體驗

則重視大自然實體環境產生的內容迷戀。 

 

服務環境中，新奇感主要是來自於活動，大自然環境中，新奇感是來自

於實體環境的轉換。 

過去轉換型服務研究並無清楚指出轉換的東西為何，本研究以 ART的觀

點指出服務環境中人際因素為顧客帶來的其中一種可能的轉換為心靈上

的滋潤與充電，亦即顧客的心靈會從一個疲勞的狀態轉換為活力滿滿、

精神洋溢的狀態。服務環境的人際因素會給顧客這種心靈轉換體驗(恢復

體驗)，進而使顧客得到注意力幸福感。 

 

突破 ART在運用上的狹隘性，指出該理論可被用來較廣義地解釋服務環

境中的因素如何帶來恢復體驗，並非只能用來解釋環境中的大自然元素

與恢復體驗的關係而已。 

 

PR理論可與 ART相輔相成，一起解釋環境中的人際因素如何帶來自願注

意力恢復，有兩種路徑，ART走的是趣味路徑，PR理論則為安心路徑。 

 

過去尚無研究檢驗服務環境中的人際因素與恢復體驗間的關係，本研究

檢驗之，結果呼應過去文獻。 

 

顧客導向負向影響恢復體驗是因為顧客導向和服務友誼高相關引起的共

線性造成的。拿掉服務友誼前因，顧客導向對恢復體驗並無影響，可能

的原因為本研究量表包括主動顧客導向的成分。 

 

延伸過去研究，指出恢復體驗會正向影響注意力幸福感。過去研究恢復

體驗的應變項只有做分心程度，本研究多了有效運作的部分。 

 

指出服務環境中的人際因素比實體因素更能提升恢復體驗。 

方法意涵 根據量表發展流程發展一個適用於享樂型人身處理與心理刺激處理類型

服務業的恢復體驗量表，該量表經由三波資料檢驗，具有良好的信效

度，因素結構穩定性，構念間關係並不會受到 CMV的偏誤。恢復體驗與

子構面的關係為反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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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理論意涵 

恢復體驗的概念內涵在服務業情境是不同於大自然情境的，主要的差異在於服務

業情境下的恢復體驗多了過程迷戀面向，少了一致性面向，而過程迷戀此面向包

括活動新奇與心流經驗兩個部分。本研究的結果指出在服務環境中，恢復體驗是

由暫時逃離、內容迷戀、動機相容、能力相容、活動新奇感與心流組成。大自然

環境下，過去主流量表指出恢復體驗主要是由暫時逃離、內容迷戀、一致性、相

容性構成，相容性可以細分為動機與能力兩個面向(e.g., Hartig et al. 1996, 1997; 

Laumann et al. 2001; Pals et al. 2009)，而 Laumann et al. (2001)、Pals et al. (2009)亦

指出新奇為恢復體驗的面向之一，但此面向的研究結果較不一致，因為新奇和其

他恢復體驗的面向有時呈現正相關(Pals et al. 2009)，有時呈現無關或負相關

(Laumann et al. 2001)。 

 

    過程迷戀-人們會享受與沉浸在活動之中-在服務業情境中較為重要。過去文

獻亦指出服務業者需設計環境讓顧客享受在店家中進行活動的說法。Bitner (1992)

指出服務環境的設計應滿足顧客的使用意圖及所從事的活動。Griffiths and Gilly 

(2012)指出很多服務店家(如速食店)在設計服務場景時皆會考量顧客在場景中所

做的活動，會針對不同顧客而有不同的設計，讓顧客可以在店家中享受地進行他

們的活動。顧客也會享受在服務店家所提供的服務之中，例如在電影院看電影、

在餐廳裡享受高級美食、在書店裡到處看書..等；在大自然環境中，人們會將重點

在於實體的大自然環境元素，過去研究也一直以靜態的大自然為主，強調的是軟

性的迷戀屬性，也就是靜靜的看著大自然的直接迷人屬性得到恢復體驗，而不是

做了什麼活動。服務環境的恢復體驗重視過程迷戀面向而大自然環境的恢復體驗

重視的是內容迷戀面向。 

 

    相較於大自然環境，一致性面向在服務環境中較不重要。服務環境的範疇通

常較小，限制在一個空間中，因此顧客對於一致性的知覺較不重要，除非是對於

環境設計比較敏感(如建築系背景)的顧客，才會知覺到室內裝潢元素間的一致性；

而在大自然環境中，因為範疇大，顧客會清楚感覺到環境的元素間的一致與否，

因此一致性應是恢復體驗的重要一個面向。此外，服務業強調的體驗行銷即是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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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難忘的體驗，強調體驗的獨特性(Pine and Gilmore 1999)，因此可知，在服務環

境中元素間不一致也會產生一種新鮮感、這會帶來內容迷戀，吸引住顧客的非自

願注意力。相反地，如果服務環境被知覺為高度一致，就會給人平淡無奇的感覺，

無法吸引顧客的非自願注意力。本研究發展出的恢復體驗量表中，內容迷戀面向

中就有反應元素不一致的題目，如人事物的新鮮感與特別性。 

 

    服務環境中，新奇感主要是指活動產生的新奇感，而在大自然環境中，新奇

主要是指實體環境的轉換。Pals et al. (2009)的量表是在具有大自然元素的情境發

展的(e.g., 動物園中的花園)，他們的量表中新奇的問項都是反映環境的更換，這

呼應了逃離的實體面向(Kaplan 1995)，由於大自然環境本身和日常生活環境有很

大的不同，因此這種實體環境轉換的感覺會比較明顯。然而，在服務環境中，實

體環境的轉換就比較不是很明顯，因為店家裡面還是屬於都市、室內的場景，重

點會是在裡面做的活動和平時可能是不同的，如在 KTV 中盡情的唱歌、在電影院

中看大螢幕電影等。雖然 Rosenbaum et al. (2014)的研究沒有將活動新奇性考量在

恢復體驗的一環，但他們指出年長者之所以得到恢復解除心靈疲勞，主要的原因

在於他們參與老人安養院安排的活動，並得到一種趣味與新鮮感。由上討論可知，

在服務環境中，恢復體驗較強調活動產生的新奇感，而在大自然環境中的新奇感

主要是實體環境改變產生的。這樣的區分亦解釋了過去大自然情境下的恢復體驗

概念內涵中新奇性面向不穩定的結果。在大自然情境下新奇應為環境的更換，

Laumann et al. (2001)在大自然的情境中將新奇的定義同時包括活動新奇與環境更

換，因此混淆的定義造成了該研究中新奇面向與其他恢復體驗面向相關甚低。而

Pals et al. (2009)將新奇定義為環境的更換，這符合大自然情境下新奇的定義，因

此該研究的新奇面向與其他恢復體驗面向呈現顯著的正相關。 

 

    服務環境中恢復體驗的組成比大自然環境多了心流面向，心流是指顧客進行

活動時可陷入專心沉浸的狀態。McGinnis et al. (2008)指出顧客在高爾夫球場打球

時會進入心流狀態，進而對活動產生一種持續性的涉入，亦即認為該活動是有趣

的、享受的。Griffiths and Gilly( 2012)指出有些顧客會在咖啡店裡面專心地進行她

們想要做的活動，像是與朋友聚會、用手機平板看影片等，並在服務店家中待上

很長的時間，他們從這些活動中得到很多樂趣。因此，在服務業情境中心流為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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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體驗概念的其中一個重要面向。 

 

    本研究以注意力恢復理論解釋了服務環境中的人際因素與注意力幸福感之間

的關係，並認為恢復體驗是此關係的心理機制。本研究分析結果指出恢復體驗會

完全中介人際因素與注意力幸福感之間的關係，因此恢復體驗此心理機制的重要

性得以彰顯。轉換型服務研究的學者們雖主張可研究服務業者如何帶來顧客的幸

福感(e.g., Anderson et al. 2011, 2013; Ostrom et al. 2010)，可是卻沒有說明轉換的

是什麼，因此不免讓人覺得轉換服務研究為一種理想化、不科學的研究典範。過

去研究沒有清楚地定義轉換的東西是什麼與解釋其轉化的心理機制。本研究根據

ART的觀點指出服務環境中人際因素可以帶來的其中一種可能的轉換為心靈上的

滋潤與充電，亦即顧客在服務環境中經歷的活動及人事物可以讓他們的心靈從一

個疲勞的狀態，轉變成為活力滿滿、精神洋溢的狀態。恢復體驗即為一種心靈能

量轉換體驗。未來轉換型研究的學者們應要清楚說明轉換的東西與心理機制。 

 

    恢復體驗為服務環境中人際因素與注意力幸福感之間的重要心理機制亦呼應

體驗經濟時代書中轉型(Transformation)的概念。轉型是指以顧客為產品並試圖協

助顧客改變其身、心、靈，以進一步自我實現其理想與目標的體驗(Pine and Gilmore 

1999)。服務業者可透過客製化體驗的方式，引導顧客自行去完成他們想要做的事

情以促進轉型。恢復體驗為轉型的一種可能。恢復體驗的產品是顧客，主要的目

的是讓顧客的心靈從疲勞轉變為活力滿滿，這是一種心靈的轉型與更新，進而因

為此種更新，讓顧客有力量去面對與實現其理想與目標。恢復體驗的子構面中動

機相容即呼應客製化體驗，亦即讓顧客自由自在地去做要做的事情。由於轉型此

概念目前並無實證研究，本研究的發現亦提供量化的依據。 

 

    本研究突破了注意力恢復理論運用到服務業情境的狹隘性，指出該理論亦可

較廣義地被用來解釋服務環境中的因素如何帶來恢復體驗。過去研究主要實證的

ART主張為環境中若存在大自然的元素，將可以帶來恢復體驗，若將該理論應用

在服務業則是引入大自然的場景到服務環境的設計中，有鑑於此，ART運用在服

務業可能有其限制、狹隘，因為並不是每個服務業都適用於將大自然場景引入到

服務環境中。本研究認為ART的核心主張應為環境若使人們使用非自願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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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可促成自願注意力的恢復。在此核心主張下，ART進一步指出有趣討喜的環境

會讓人使用到非自願注意力。因此，只要環境的元素讓人們覺得有趣，就會帶來

自願注意力的恢復，而這樣的環境元素並不僅限於大自然的元素而已。如同本研

究的結果，服務環境中的人際因素，如顧客小群體的人際融洽、服務人員的友誼

及其他顧客的知覺以及產品品質皆會影響恢復體驗，表示非大自然的環境元素亦

有可能帶給顧客恢復體驗。 

 

    本研究認為PR理論可以補足ART的不足，兩個理論可以較完整地解釋服務環

境的人際因素如何帶來自願注意力的恢復。PR理論指出環境中的元素若讓人對環

境有安全感與了解，就可以讓人轉換到放鬆非自願的模式。ART則指出環境若讓

人們轉換到非自願的模式就可以恢復自願注意力，並進一步指出環境或活動若讓

人覺得有趣就會讓人轉換到非自願的模式。ART指出要讓人恢復自願注意力，須

要走引發人們興趣的路徑，而PR理論指出另一種路徑-安心路徑，興趣與安心路徑

皆可以帶給人們自願注意力的恢復。 

 

    過去尚無研究檢驗服務環境的人際因素與恢復體驗之間的關係，本研究檢驗

之。結果顯示人際融洽、服務友誼、其他顧客知覺會正向影響恢復體驗，而銷售

導向與顧客導向會負向影響恢復體驗。服務友誼其他顧客知覺會正向影響恢復體

驗的結論呼應了 Rosenbaum et al. (2007)與 Rosenbaum (2008)的研究，其指出顧客

在餐館、電玩遊樂場、健身房中從其他顧客與服務人員得到的社會支持，會帶來

心靈上的健康。過去服務社會環境研究忽略了小群體的面向，本研究檢驗人際融

洽與恢復體驗的關係，研究結果呼應了 Griffiths and Gilly (2012)的研究，他們的研

究指出顧客會在服務環境中與朋友聚會，從中得到樂趣。Scopelliti and Giuliani 

(2004) 根據他們質性訪談的結果猜測服務環境中小群體的陪伴可能可以促成恢

復體驗，本研究結果為他們的猜測提供量化的證據。McGinnis et al. (2008)的研究

指出在高爾夫球場中顧客知覺到其他顧客的社群性 (Communita)會產生活動享受

感，這呼應本研究結果，其他顧客的知覺會影響恢復體驗。銷售導向會負向影響

恢復體驗，因為銷售導向行為會給顧客帶來高銷售壓力，因此會讓顧客較無法轉

換到非自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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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結果指出在控制其他前因下，顧客導向會負向影響恢復體驗，此結果

與假設預期(正向影響)相反。顧客導向與服務友誼有高度相關，因此造成顧客導向

與恢復體驗呈現負向影響可能是因為共線性的問題所致。Hair et al. (2010)指出共

線性會使關係變為不顯著或是反轉。然而，當將前因服務友誼拿掉後(表 5.14)，顧

客導向對恢復體驗並無顯著影響，這個結果還是不符合假設預期。本研究採用的

顧客導向行為衡量偏向主動型的顧客導向，因為題項中多為服務人員企圖確認需

求的行為。當服務友誼被控制住時，顧客導向負向影響恢復體驗，這個原因可能

是因為友誼下展現主動式顧客導向行為會讓人覺得很奇怪而無法放鬆。當顧客和

服務人員有友誼關係，顧客會覺得服務人員會了解他們的需要，此時若展現主動

型顧客導向的行為，想要確認顧客的需要，可能會讓顧客覺得服務人員的友誼行

為是不是假裝出來的，是有意圖的。舉例，顧客常去飲料店買飲料，和店員很熟，

可是店員每次還是問顧客冰塊甜度，好像店員根本不了解顧客一樣，這個行為會

讓顧客覺得店員根本就不是真心在和他互動，因此會讓顧客想東想西，可能會破

壞恢復體驗。過去關係規範的文獻指出當服務人員與顧客有友誼時，服務人員的

行為應符合共享關係的規範(Aggarwal 2004)。由於主動型顧客導向的行為是一種

任務導向的行為，此種行為的展現將不符合共享服務關係的規範，進而讓顧客不

舒服或是會思考服務員的行為，而會破壞恢復體驗。另外，即使不考慮服務友誼，

在控制其他前因時，顧客導向對恢復體驗亦無顯著影響。雖然從構念間相關可知

顧客導向與恢復體驗應有正向顯著相關，可是這個正相關在考量其他前因時，就

不顯著。這表示其他前因把顧客導向對恢復體驗的正向影響給吸收。一個可能的

解釋為，相對於其他的前因(產品品質與其他顧客)，顧客導向對於顧客的恢復體驗

而言，比較是基本的要求。過去文獻指出顧客導向主要是影響顧客滿意度(e.g., 

Goff et al. 1997; Kim and Ok 2010)，滿意度主要是指顧客的基本期望被滿足，是屬

於基本面，因此在其他前因存在時，顧客導向對恢復體驗的影響就變得微不足道。 

 

   本研究延伸過去研究，採用一個涵蓋較多元面向的注意力恢復後指標-注意力

幸福感，包括分心程度、有效運作與感覺和平三個面向，並檢驗恢復體驗與注意

力幸福感之間的關係。過去較少研究在服務業的情境下檢驗恢復體驗與注意力恢

復後的結果之間的關係，且多探討恢復體驗與分心指標之間的關係，如心靈疲勞

(Rosenbaum et al. 2014)與 ADHD(Rosenbaum 2009)。注意力幸福感在過去研究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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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自然的情境中檢驗(e.g., Herzog and Strevey 2008; Kaplan 2001a)，本研究首次

將其用在商業情境，並使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檢驗其因素結構。研究結果指出注意

力幸福感在商業的情境下應可分為心神不寧、正向效能感與再專注三個面向，其

中正向效能感及再專注反映『有效運作』。本研究結果顯示恢復體驗會正向影響注

意力幸福感，表示恢復體驗會同時提升有效運作與降低分心程度。本研究結果除

了呼應過去研究的發現-恢復體驗會改善分心程度(Rosenbaum 2009a; Rosenbaum 

et al. 2014)，並額外指出恢復體驗會促成有效運作。有效運作此面向為注意力恢復

較為重要的後果，但過去研究並無在服務業的情境下檢驗之。根據 ART，自願注

意力是關於人類的運作效能，是非常重要的資源，自願注意力恢復後，有效運作

的程度會提高，因此恢復體驗的後果應要列入有效運作，並非只有分心程度而已。 

 

    本研究結果亦指出就促進恢復體驗而言，服務環境中的人際因素重要性是大

於實體因素的。環境若具有高的回應性，將有助於人們知覺到該環境具動機相容

性，並具有恢復性 (Kaplan 1995)。根據能供性理論 (Affordance Theory)的說法，

實體環境的特性需要被設計來滿足環境使用者的意圖，但是環境的實體設計不一

定可以配合使用者的意圖，因為使用者的意圖會隨時間改變，設計者必須不斷追

蹤使用者的意圖，以改變環境的設計來滿足使用者的意圖 (Norman 1988; Sadler 

and Given 2007)。這意味著實體環境若要滿足使用者意圖，就需要經過追蹤使用

者意圖、重新設計環境的階段，因此實體環境因素在滿足使用者意圖的回應性上

會有時間延遲，這就不利於快速滿足人們的意圖。從另外一方面而言，人際因素

很可能可以快速滿足人們的意圖，並帶來恢復體驗。舉例，若顧客在服務店家內

鼻子過敏，想要找衛生紙，員工可以馬上給予顧客衛生紙並加上一些溫馨的話語。

其他顧客也可透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給予顧客恢復體驗。其他顧客看到顧客需要

幫忙時，可能會給協助，或是顧客可能會看到其他顧客的互動很溫馨，這種氣氛

也會帶給顧客恢復體驗。與顧客同去服務店家的小群體成員 (朋友)若彼此相處融

洽，看到顧客心情不好就會快速地給予情緒上的支持與安慰。此外，人際因素亦

可以加速讓實體環境因素滿足使用者意圖的過程。舉例，當很多朋友一起去吃飯，

但是卻沒辦法坐在一起時，在服務店家中的員工可以改變桌椅的位置，透過併桌，

讓顧客的意圖得到滿足。由上討論可知，人際因素相較於實體因素在滿足顧客意

圖上的回應性較高，因此人際因素相對於實體因素較能促成顧客的恢復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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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方法意涵 

本研究發展一個適用於多種服務業類型的恢復體驗量表，該量表經由三波資料的

檢驗，具有良好的信度、收斂效度、區別效度、效標關聯效度與因素結構穩定性，

恢復體驗子構面間的關係與子構面與效標間的關係亦不會受到共同方法變異的汙

染。過去恢復體驗的量表具有子構面間(特別是相容性面向) 區別效度不足的問題，

這可能是因為過去沒有經過一個嚴謹的量表發展流程。雖然過去量表有進行探索

因素分析(e.g., Hartig et al. 1996; Laumann et al. 2001; Pals et al. 2009)，少數研究有

進行驗證因素分析(Hartig et al. 1997)，但是過去這些量表對於問項的內容效度、

問項與構念之間的連結部分比較無清楚交代，在模糊的定義下發展出的量表可能

品質較差。本研究廣泛的回顧恢復體驗的文獻並訪問有在服務店家休息放鬆經驗

的消費者，發展出恢復體驗以及恢復體驗子構面的定義，並根據定義發展問項，

因此發展出的量表在恢復體驗子構面間比較能夠區分清楚。這呼應了 Pals et al. 

(2009)的建議，恢復體驗的子構面須明確定義，才能解決恢復體驗子構面間區別效

度不足的問題。相較於過去量表，本研究發展的量表較具有外在效度。過去研究

主要是用在特定類型的服務業，如電玩遊樂場 (Rosenbaum 2009a)、安養中心

(Rosenbaum et al. 2014)、教室環境(Han 2007)，而本研究的量表可適用於餐廳、咖

啡廳、百貨公司、購物中心、運動中心、書店、KTV、美容美髮、電影院..等屬於

享樂型人身處理或是心理刺激處理的服務業，適用的範圍較為廣泛，此呼應了

Ostrom et al. (2010)的說法，轉換型研究所針對的服務業類型不應只限於社會服務、

醫療服務，其他本質上與幸福感較無關的服務業亦適用。本研究發展的恢復體驗

量表有考量 Kaplan (2001b)的主張，將相容性構面細分為動機相容、能力相容與心

智相容三個子面向，而過去恢復體驗的量表並無此細分。本研究結果指出動機相

容與能力相容與其他恢復體驗子構面之間是可區別的，為 Kaplan (2001b)的主張

提供實證上的支持。然而，本研究結果指出心智模式相容性此面向與其他恢復體

驗子構面間的因素相關呈現不穩定的模態，在第一波樣本為正相關、在第二波樣

本為負相關、無關或正相關、在第三波樣本為無關或正相關，這表示心智模式相

容不一定在所有情況下都是恢復體驗的子構面之一，這不完全支持 Kaplan (2001b)

的主張。由於第一波樣本相對於第二波與第三波樣本有較多服務業(娛樂與餐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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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的人，或許這群人因其職業背景本身比較外向、較敢表現所以比較不會擔心

自己行為會打擾到別人的議題，因此當他們認為服務店家在其他恢復體驗子構面

得到高分時，也會給予心智相容高分；第二波樣本中有較多學生，而學生由於自

我概念還在發展中，會較為在意自己行為在其他人眼中的適當性(Hogg 2000)，因

此即使他們認為服務店家在其他恢復體驗面向有較高分數，在心智模式相容性的

分數可能會偏低。未來研究可以檢驗恢復體驗的構面模態是否在不同自我概念的

顧客下是有差異的。 

 

    過去研究並無討論恢復體驗是反映型(Reflective)或是形成型(Formative)構念

的議題。Hartig et al. (1997)檢驗恢復體驗的因素結構時是將恢復體驗建模為反映

型的結構，亦即恢復體驗會影響迷戀、暫時逃離、相容性與一致性構面。然而，

文獻中似乎沒有提到恢復體驗是反映型構念的原因。本研究根據Jarvis et al. (2003)

的評估準則說明恢復體驗是屬於反映型的因素結構。第一，指標與構念之間的因

果性。若構念影響指標，則是反映型構念；若指標影響構念，則是形成型構念，

Diamantopoulos and Winklhofer (2001)亦支持此觀點。恢復體驗為使用非自願注意

力進而重新得力的過程，亦即人們的心會切換到放鬆、不費力的模式。當心態轉

換到放鬆模式後，人們比較不會去想煩人的事情(有暫時逃離)、比較有可能去做一

些新鮮的活動看一些新鮮事物(內容迷戀與活動新奇)、比較會在做事情的時候專

注沉浸(有心流)、比較會用直覺思考，不會想太多，因此心智模式相容高、比較會

做一些較為放鬆的事情，因此能力相容高、比較會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希

望環境可以配合他，重視動機相容性。因此，恢復體驗會影響恢復體驗的子構面，

表示恢復體驗為反映型的構念。第二，指標的內容是否具有共同的主題。當具有 

共同主題，則是反映型構念；當不具有共同主題，則為形成型構念。恢復體驗子

構面具有共同的主題，就是不費力、使用到非自願注意力，因此這些子構面應為

回應性指標。第三，指標間的共變。當指標間有共變，並有同方向的模態，則為

反映型構念；若指標間並無一定的相關模態，則為形成型構念。從三波資料的恢

復體驗子構面間呈現正向顯著的關係可知恢復體驗應為一個反映型構念。第四，

指標前因後果的相同相異性。若指標具有相同前因或後果則為反映型構念；若指

標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前因或後果則為形成型構念。從第二波資料效標關聯效度的

結果得知恢復體驗子構面對於環境偏好的模態一致，皆呈現正向顯著的關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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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恢復體驗子構面與心靈疲勞呈現負向顯著的關係，二階的恢復體驗與環境偏

好呈現顯著的正相關，二階的恢復體驗與心靈疲勞呈現顯著的負相關。此外，如

研究二結果所示(p. 115)，資料較不支持將恢復體驗與其子構面的關係建構成形成

型關係。以上結果顯示恢復體驗應為反映型的構念。經由以上討論，恢復體驗與

其子構面的關係應被建模為反映型的關係。 

以上理論與方法意涵的摘要整理於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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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管理意涵 

管理意涵的摘要整理於表 6-3。服務業者可以管理與形塑服務環境中的人際因素，

因為人際因素會帶來恢復體驗，進一步帶給顧客注意力幸福感。本研究結果亦可

作為服務業者分配人際因素資源權重的參考，明確而言，人際因素資源分配的權

重為顧客小群體面向>其他顧客面向>服務人員面向。研究結果顯示人際融洽對恢

復體驗的影響大於其他顧客與服務人員面向對恢復體驗的影響。其他顧客對恢復

體驗影響雖大大低於人際融洽但仍有顯著影響。服務人員面向中，顧客導向對恢

復體驗並無影響，銷售導向會負向影響恢復體驗，雖然服務友誼會影響恢復體驗，

但其主要是發生在熟客，是長期才會發展出來，較難在短期間快速建立，因此整

體而言服務人員面向相對於其他人際因素面向較無法帶給顧客休息放鬆。和過去

一般服務業管理作法不同的是，本研究建議服務業者若要帶給顧客休息放鬆，就

應該將重點放在顧客小群體面向的管理上，不是服務人員面向，而過去服務業者

最重視服務人員的面向，最不重視顧客小群體面向的管理。服務業一直以來投入

較多資源於訓練員工面對顧客有良好的服務態度、服務專業，而對於顧客小群體

及其他顧客面向則不給予重視。本研究建議服務業者若以帶給顧客休息放鬆為主

打，則將資源放過多在服務人員面向是不對的，要將最多資源放在如何使顧客小

群體在店家中能夠有融洽的互動，再來就是其他顧客的管理。服務業者須將省下

來的服務人員僱用費用轉移到顧客小群體面向。以下將針對小群體、服務人員、

其他顧客、產品面向與定位策略建議服務業者具體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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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管理意涵摘要 

面向 摘要: 服務業者可能的作法 

人際因素資

源分配 

要帶給顧客休息放鬆，和以前做法不同的是，要將最多資源放在顧客

小群體，並非是服務人員，服務人員投入的資源可減少。 

建議的資源分配權重為: 顧客小群體> 其他顧客> 服務人員。 

定位策略 溫馨、分享 

經營模式 電影院、餐廳、咖啡廳、書店以及 KTV皆可採用包廂式經營。包廂可

讓顧客小群體可以在享受服務內容時又可盡情地互動。 

服務人員的友誼可展現在顧客來到店家時，顧客下單時及結帳時。當

顧客在包廂內時，服務人員透過包廂內的電話被動地滿足顧客需求。 

將相似屬性的顧客包廂安排在一起，以增加顧客相容性。 

小群體融洽 辦活動讓小群體互動增加感情，並給予內在或是外在誘因，前者像是

舉辦目標顧客愛的活動，後者則是給予顧客參加活動的小獎勵。 

利用實體環境因素強化人際融洽，像是情人座椅、不同顧客群間用布

幕或是隔板隔起來。 

服務友誼 一般顧客: 建議雇用與顧客背景相似的服務人員，以增加融洽互動的

可能，鼓勵服務人員進行非任務導向的對話。 

熟客: 記住顧客的偏好，給予驚奇的小禮物、優惠，特別對待等。 

顧客導向 當顧客對於服務內容熟悉，服務員應採用被動而非主動的顧客導向行

為，以避免打擾顧客休息放鬆的時光。 

建議存在服務友誼時，員工應主動地以被動方式滿足顧客需求，而非

採用主動式需求確認行為。 

相對於其他人際因素、產品品質，顧客導向行為是基本要達到的，並

無法提升顧客的恢復體驗。 

銷售導向 不應採用以短期銷售績效為導向的績效評估方式，建議服務人員採用

一次推銷策略。 

其他顧客 強調休息放鬆的店不應放任顧客不良行為、穿著，反而應積極處理。 

應吸引類似的客群或採用分區管理，將類似的顧客放在一起。 

產品屬性 提供新鮮、特別的產品或周邊產品可帶給顧客放鬆感。 

強調休息放鬆，產品品質要顧，不可將資源都放在實體環境設計，否

則會使顧客休息放鬆經驗大打折扣。 

 

    顧客小群體的人際融洽會正向影響恢復體驗。服務業者可以透過安排群體活

動來增進小群體成員之間的情感，如舉辦情侶間、朋友間或家人間互相合作的小

遊戲，藉由遊戲的過程來增進彼此的親密度。舉例，麥當勞曾舉辦麥克瘋活動、

Hooter 餐廳舉辦賓果活動、美式餐廳舉辦一起看球賽的活動、動漫餐廳舉辦角色

扮演(Cosplay)的活動、電影院舉辦裝神弄鬼變裝趴、制服日等、誠品書店舉辦親

子閱讀活動、新光三越舉辦路跑活動，以上這些活動可以增加顧客與其小群體成

員間(朋友間、情侶間、親子間)的親密度。當然，顧客可能不會平白無故和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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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參加活動，除非他們本身很愛那個活動，所以服務業者應提供一些外在誘因，

像上述麥當瘋活動中顧客和朋友跳完大麥克之舞後，即可獲得大麥克優惠、Hooter

餐廳的賓果遊戲顧客若得獎就會有小菜招待、顧客在電影院變裝可以免費入場..等

等。若服務店家的顧客群比較同質，像是動漫餐廳和一些運動為主的美式餐廳，

服務業者就可以不用透過誘因，直接邀請顧客參與他們喜歡的活動，因為動漫迷

本來就很愛 Cosplay 相關的活動，所以辦這類的活動可能無須太大的外在誘因，

活動本身就是內在誘因。服務業者需要了解他們顧客可能會進行的活動類型，如

此將有助於他們設計出符合他們顧客群的群體活動。此外，服務業者亦可以透過

實體環境的設計來促成顧客人際融洽的可能性。舉例，電影院會推出情侶座、情

侶餐、甚至是包廂，這會讓情侶在約會看電影時更能有親密融洽的互動。有些餐

廳會透過木板將不同桌顧客隔開，有些則是會以布幕遮住，這樣可強化顧客與同

伴之間的互動。大學附近的餐廳實體環境設計可以保留一些包廂，讓學生社團可

以在裡面辦活動，藉由互動強化社員間的融洽。 

 

    服務友誼會正向影響恢復體驗，因此服務業者在服務時應該將顧客視為是獨

特的個體而非只是另一位顧客而已。服務友誼的提升可以分為針對一般顧客與針

對熟客兩方面。針對一般顧客，服務人員可對顧客進行一些關心、問候，並嘗試

找出顧客與自己的共同點，進行愉快的對話。建議服務業者可以雇用和目標顧客

興趣、背景相似的服務員，如此將可增進融洽互動的可能。動漫餐廳雇用的員工

都是對動漫非常了解，可與顧客進行深度的對談，使用的互動方式與術語都是動

漫迷慣用的，如此情況服務員較容易能與顧客建議融洽關係，進而建立友誼。另

外，建議服務業者鼓勵服務員與顧客進行非任務導向的互動。星巴克員工會和顧

客閒聊、關心顧客的現況，聊聊周邊的景點及相關的話題..等，如此將可進入融洽

的互動關係。針對熟客，服務員應給予熟客特別的對待，像是隱藏版的菜單、小

禮物或是特別為其開放場地..等等，服務人員也要記住顧客的個人偏好，這樣將會

讓顧客覺得窩心、驚奇甚至是有趣，服務員不是把他們當成顧客而已，而是類似

朋友。舉例，服務人員可能會跟顧客玩耍，猜測顧客今天要點什麼餐點，顧客也

會跟服務人員玩，故意不點服務人員猜的餐點，這個過程是非常有趣，有朋友間

玩笑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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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業者應避免其服務人員實行過多的銷售導向行為，因為這會破壞顧客的

恢復體驗，這特別是在百貨公司，很多前線服務員都會靠近顧客並按照自己的需

求推銷顧客，或是顧客只要買一件衣服，可是服務員一直要顧客買更多。在電影

院則是前台人員會一直推銷顧客沒必要的餐點。這表示若要帶給顧客注意力幸福

感，服務業者不應採用以短期銷售績效為導向的績效評估制度，以避免員工實行

過多的銷售導向行為。有鑑於推銷行為對於業績還是有其助益，也不該因為銷售

導向行為會破壞顧客恢復體驗就不推銷，業者應採用一次推銷策略，亦即只推銷

一次，若顧客沒有想要，就不要再繼續推銷行為，此為麥當勞慣用的策略。 

 

    顧客導向並無法促成顧客的恢復體驗，服務業者必須了解主動式顧客導向也

是會讓顧客無法放鬆的。服務員不斷確認需求的行為雖然有助於讓顧客滿足其服

務上的需求，但是可能也會打擾到顧客逃離煩擾的時光，讓顧客覺得尷尬糾結，

原本想要自己來，見到服務員想要來幫忙，雖然心中不想，可是也不好意思拒絕

好意。因此，建議服務業者若要塑造一個放鬆的服務環境可採用回應型的顧客導

向策略，只在顧客有問題時快速回應顧客的問題。譬如，看到顧客在咖啡店裡流

鼻水，服務員應快速遞上紙巾，或是看到顧客拿電腦在找位子時，應快速幫顧客

找到一個有插座的位置。服務業者若和顧客建立友誼關係，則需特別避免服務人

員展現出帶有商業意圖的顧客導向行為。當顧客與服務人員有友誼關係時，服務

業者必須訓練服務人員，使他們在實行顧客導向行為時能夠主動地以被動方式滿

足顧客的需求，而不可以展現主動式需求確認的行為，這樣可以讓顧客導向的行

為較為自然而不做作。舉例，飯店的前台人員與顧客有友誼，需透過自然的對話

或是觀察顧客過去住房紀錄了解顧客喜歡的飲料與食物等，並事先放在顧客房間，

在顧客進到房間裡面就發現他們喜歡的東西已經在房間裡面，就會倍感此種顧客

導向行為是自然的、窩心的。反之，若服務員和顧客很熟，還一直詢問顧客需要

的飲料，此行為反而會展現商業意圖，讓顧客無法放鬆。此外，服務業者須了解

要讓顧客心靈充電，服務人員的顧客導向行為只是基本面，小群體顧客、其他顧

客及產品的品質才是讓顧客心靈充電的重要因素。 

 

    其他顧客的知覺會正向影響恢復體驗，服務業者仍需管理其他顧客的行為。

但是相較於服務人員面向，現今的服務業者對於其他顧客面向亦較不重視，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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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以休息放鬆為定位的服務店家，服務業者對於其他顧客的管理就更顯不足，

常會放縱顧客的不良行為，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因為可能想說既然店

家強調的是休息放鬆，那就不要太管顧客。本研究建議服務業者即使在大部分情

況下，服務人員只要做最低程度的互動，讓顧客覺得服務人員存在感低，但是服

務人員還是要積極管理顧客的不良行為，否則將會使其他顧客無法在店家中得到

充分的休息與放鬆。舉例，在星巴克會因為太舒服的氛圍而讓有些顧客會脫鞋子

將腳放在沙發上，或是攜帶味道很重的食物如滷味與鹹酥雞進來，店員很少會給

予處理，因此會給其他顧客不舒服，降低顧客休息恢復的經驗。店員可以透過勸

導、或是較溫和的方式(如明定規則與刻意在實行不良行為的顧客旁邊走動)來遏

止這些顧客不良行為。服務業者須了解即使這些顧客不良行為看起來較輕微並不

會造成服務失誤，但卻可能會影響到顧客的心理，使顧客的放鬆經驗大打折扣。 

 

    本研究的結果亦指出除了服務環境中的人際因素、實體因素外，產品品質也

是影響恢復體驗的關鍵重要因素。服務業者可提供新鮮、特別的產品或周邊產品

以帶給顧客放鬆感。受訪者提到一家咖啡店名叫輻射線，其杯子若呈現某個角度

會產生光的折射，這給她一種很新奇的體驗。亦有受訪者分享一家早午餐店主餐

的配料每次都不同，由主廚調製，這也是一種新鮮感。受訪者提到一家義大利麵

除提供常見的紅醬、白醬青醬外，還有各式各樣其他的顏色，這也給她一種特別

感。此外，服務業者應要知道如果核心產品的品質不彰，即使服務環境設計的再

好，服務人員再怎麼親切，顧客在店裡面得到的恢復體驗還是會大打折扣。受訪

者指出在看米奇畫展的時候，畫本身很一般，沒什麼特別，畫框是用破破的木頭，

給她一種很不好的感覺，以致於她整個看畫展的過程都一直在跟她的朋友抱怨，

壞了休息放鬆的興致。很多主打休息放鬆的店常會將焦點過於放在實體環境的設

計，而反而讓產品品質普普通通，這樣將錯失透過產品帶給顧客放鬆的機會。 

 

    服務業者定位策略可採用溫馨、共享訴求以提升顧客的注意力幸福感，因為

研究結果顯示人際融洽與服務友誼兩個因素對恢復體驗有顯著影響，而這兩個因

素的共同點為溫馨與親密。星巴克是採用此定位的高手，服務人員會溫馨的給予

顧客關懷的話語，室內的裝潢給人溫馨的感覺。此外，還推出好友分享日，讓好

友可以一起享受喝咖啡吃下午茶的時光，並增進彼此感情。麥當勞亦推出多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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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和好友分享的餐點或方案，都主打成雙成對。譬如，甜心卡以買 A 送 B 的方

式讓顧客可以和另外一個同伴分享甜點。 

 

    建議服務業者可採用包廂式的經營，以最大化小群體融洽的影響。此經營模

式可適用於餐廳、咖啡廳、書店、電影院、KTV 等，這些亦是本研究中最多顧客

分享會去休息放鬆的場所。KTV 採用包廂經營已是常態，電影院、咖啡、書店亦

有少數現有業者採用包廂式經營。包廂可讓顧客邀請親朋好友在自己人的小空間

中享用服務內容並同時有更緊密的互動。如此可強化顧客小群體的人際融洽度，

亦比較不會受其他顧客及服務人員打擾。服務人員會和顧客互動的時間主要只有

在顧客進店家下單、滿足顧客服務需要(如送餐點)以及結帳的時候。要帶給顧客休

息放鬆，服務員在顧客進到店家時應以有活力的聲音歡迎顧客，並嘗試進行非任

務導向的對話或是小遊戲，這樣可讓顧客感受到服務人員的友誼，再將顧客帶到

顧客指定的包廂。在包廂中，可以架設與服務人員聯絡的電話，若有任何需要，

顧客即可透過電話打給服務人員，服務人員就可以在比較不會打擾顧客休息放鬆

的情況下，被動地回應顧客的需求。禮儀部分要重視，服務員在進入包廂時必須

先表示抱歉打擾顧客的小空間，再進行服務。結帳的時候，服務員可以給一些小

驚喜、小禮物，讓顧客再次感受到友誼。服務業者必須採用分區包廂管理，例如

將年長的顧客放在同一區的包廂，年輕的顧客放在另一區的包廂，如此可以讓顧

客知覺到其他顧客的相似性，進而有放鬆感。店家選擇目標市場時，不可選過多

目標顧客，應選擇少數的目標顧客好好經營，這樣可讓顧客較為同質。其他顧客

的不良行為是破壞放鬆的重要因素，店家可以在包廂中在走廊上及廁所裡面放緊

急連絡電話，顧客可以透過電話聯絡服務員來處理，請其他顧客停止不良行為。

由於採用包廂式經營，店家應設定最低消費金額，並根據目標顧客的財務能力制

定合理的收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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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將焦點放在服務環境帶給顧客自願性注意力的恢復，進而產生注意力幸福

感，這是遵循平衡模式(Homostatic model)的主張。平衡模式主張環境會讓人的注

意力從缺乏的狀態恢復到一般的水平，但並不會提升(由一般到更多)一個人的專

注力或是能力水準。文獻中亦指出除了平衡模式外，尚有提升模式(Generative 

model) (Rainisio and Inghilleri 2013)。未來研究可以探索服務環境提升顧客專注力

或是個人能力的潛力。特別是在咖啡廳中，本研究的訪談結果指出在此環境中，

顧客的工作表現可能會優於在其他環境(家裡或是辦公室)。有受訪者指出在咖啡

廳讀論文，可以讓她原本不懂的部分變得可以理解，亦有受訪者指出她常常會寫

文章，在咖啡廳中可以激發靈感，可以讓她想到原本沒有的見解，還有一位受訪

者在咖啡中會思考生活中難解的問題，她指出在裡面所有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而在生活中她是想不出這些解決之道的。這些受訪者皆指出在咖啡廳裡面工作可

能會提升創造力，未來可以研究之。 

 

    本研究檢驗注意力恢復的短期效果，亦即顧客進到服務店家的環境中得到恢

復體驗，進而在離開店後即刻產生注意力幸福感。然而，本研究並未檢驗注意力

幸福感的維持長度與消逝趨勢，這在不同類型的服務店家可能有所不同，可探索

之。了解此問題的答案將有助於不同類型的服務店家制定其行銷策略。舉例，對

於注意力幸福感維持長度短的服務類型，像是餐廳，該店家必須使用行銷溝通增

加顧客來到店家的頻率，可能是給予優惠折扣，強調顧客常常來可以維持做事情

的效能效率；對於注意力幸福感維持長度長、消逝速度慢的服務類型，像是 SPA

會館、夜店，則可採用高價值的策略，強調顧客來一次就可以好幾周都能頭腦清

楚、做事情有效率、效能。未來研究可採用縱貫面的研究設計來回答此問題。本

研究採用橫斷面設計，因此無法做因果的宣稱，未來亦可採用縱貫面的實驗設計，

實證本研究的主張，比較顧客來店內休息放鬆前與後心靈疲勞的程度，已得知是

否服務環境有助於恢復自願注意力。 

 

    本研究結果亦發現實體產品本身若具有好的屬性是有助於注意力恢復的，但

本研究並無具體指出是哪些屬性。由於現代人生活忙碌、壓力較大，出現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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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癒性產品，像是可愛、擬人造型、讓人有安全感的小東西等等，未來研究可以

產品設計的角度清楚指出產品應該具備什麼樣的元素才能帶給顧客恢復體驗。PR

理論或許可以成為這類研究的理論基礎，因為 PR 理論指出環境元素與放鬆、非

自願注意力之間的關係，該理論更進一步指出會讓人產生安全感的環境特性。 

 

    本研究檢驗服務環境中的人際因素與恢復體驗間的關係以及恢復體驗與注意

力幸福感間的關係，但沒有考量到可能的調節變數。Kaplan (2001b)指出人們要活

在當下(Be Present)才能完全獲得恢復環境帶來的注意力恢復。當一個人身在恢復

環境中但是心裡面還是一直傾向思考接下來要做的任務，這樣是無法完全得到恢

復環境所帶來的好處的。因此，本研究所說的人際因素帶來恢復體驗的結論可能

對於活在當下的人們會比較明顯，未來可以檢驗之。此外，本研究結果指出服務

環境中的恢復體驗很多是來自於顧客進行活動產生的新奇、享受感。有鑑於此，

如果顧客在前往一個服務店家前已經藉由資訊蒐集的方式得知有很多可以看的、

可以玩的、吃的，顧客應會比較能在實際去該店家時更能享受在活動當中。舉例，

去主題樂園前若已經充分了解該樂園有哪些必玩、必吃的東西，這樣實際去樂園

時就不會放過任何享受的機會，反之，若事前無準備，到現場玩可能會亂槍打鳥，

沒玩到重點，這會讓恢復體驗大打折扣。因此，服務環境對於恢復體驗的影響可

能對於那些已經準備好的顧客比較明顯。顧客導向行為對於恢復體驗的影響可能

會因為顧客對於服務內容的知識或是風險認知產生改變。有非常少數的受訪者亦

有指出顧客導向行為會帶來放鬆的可能，這是當顧客對於服務內容不了解、有高

知覺風險的時候。舉例，當顧客去高檔餐廳用餐，因為第一次去對於餐點不了解

且因為是高檔餐廳所以點錯餐點就會損失很多錢，因此此時服務人員主動前來釐

清顧客需求提供很多資訊給顧客就會讓顧客更能享受餐點。本研究樣本中服務店

家的內容多是知覺風險低的，顧客可以自己掌握的，像是一般的餐廳、咖啡廳、

電影院、書店等，因此，服務人員顧客導向的行為可能會被視為是多此一舉，因

為顧客會覺得自己來就好。當顧客對於服務內容不了解或是該服務被知覺為高風

險，顧客導向行為可能會正向影響恢復體驗；當顧客熟悉服務內容或是服務內容

知覺風險低時，顧客導向對恢復體驗的影響就會是負的，未來研究可以檢驗之。

雖然本研究結果指出服務友誼是有助於恢復體驗的，但是文獻中亦指出有時候服

務友誼會被顧客知覺為具有某種意圖性(Rosenbaum 2009b)，又有少數受訪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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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人員記住他的個人偏好亦會給她一種心思被看穿的感覺，因此服務友誼對於

恢復體驗的正向影響可能會被此種意圖性減弱，未來研究可以檢驗之。 

 

    本研究遵循 ART 假定顧客若自願注意力疲乏，可以在服務環境中透過被動接

受不費力的事物或是主動去做不費力的事情轉換到非自願的模式，進而恢復自願

注意力。然而，除了透過非自願注意力補充自願注意力外，根據亞洲沉思學派的

主張，人們亦可透過進行費力事情來達成自願注意力的恢復，只要所欲進行的費

力事情和原本做的費力事情很不一樣(Kaplan 2001b)。像是原本在學校編碼問卷到

認知疲乏，現在到咖啡店裡面讀文獻。這種透過不同類型的費力活動交叉運作來

充原本疲乏的自願注意力的說法是有道理的，但是因為本研究開宗明義地請受試

者分享在服務店家休息放鬆的經驗，因此受試者比較不會在服務店家裡面休息放

鬆還繼續做一些費力的事情。有鑑於此，本研究認為未來研究可以探討不同類型

耗力活動的交替使用是否可以讓自願注意力得到恢復。根據本研究的訪談結果，

似乎在咖啡廳較有可能，因為有些顧客到咖啡廳是為了工作、課業的完成，在此

情況下，是否交替進行不同類型的費力活動會比一直進行同一種類型的費力活動

而言會有較高的生產力，這值得未來研究探討。 

 

    本研究並無直接衡量自願注意力與非自願注意力，只有間接衡量非自願注意

力。恢復體驗的定義雖反映非自願注意力的使用帶來自願注意力的恢復，但仔細

檢驗恢復體驗的衡量可以發現本研究只有衡量非自願注意力，而沒有衡量自願注

意力，而且非自願注意力亦非直接衡量，實乃間接衡量(i.e., 恢復體驗的六個子構

面)。建議未來研究可以發展量表直接衡量自願注意力與非自願注意力，如此可更

精緻的去檢驗本研究架構。未來研究可參考腦神經科學的研究並使用精密的儀器

如眼動儀來衡量注意力。本研究檢驗恢復體驗的前因後果時是針對顧客與人同去

的情境檢驗，然而，亦有顧客是一個人前往服務店家休息放鬆，在此情況下服務

內容本身可能是恢復體驗的重要前因之一，這值得未來研究檢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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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效標與方法因子問項 

構念/英文問項 中文翻譯 

環境偏好度 (Environmental Preference) 
 

PR1 I would like to visit this place more often. 我想要常常惠顧這家店 

PR2 I would like to get more involved in this place’s    

    activities and special events. 

我想要更投入這家店的活動或特殊事件 

PR3 I would like to spend more time at this Center. 我想要花更多時間在這家店裡 

  

心靈疲勞 (Mental Fatigue)  

I feel slowed down in my thinking. 我的頭腦會變得比較不靈光 

I have trouble concentrating. 我很難專心做接下來的事情 

I have trouble with my memory. 在接下來的生活中我會變得容易忘記事情 

I can concentrate well. r 我能夠專注地去做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r 

正向情感特質 (Positive Affectivity) 
 

PA1 Interested 對事物感興趣的 

PA2 Excited 興奮的 

PA3 Strong 堅強的 

PA4 Enthusiastic 熱情的 

PA5 Proud 自豪的 

PA6 Alert 機警的 

PA7 Inspired 受啟發的 

PA8 Determined 有決心的 

PA9 Attentive 專注的 

PA10 Active 活潑的 

註:  r 反向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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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前因後果主要構念問項 

構念/英文問項 中文翻譯 

人際融洽 (Rapport)  

R1 I felt aware of and interested in the other group members. 我對和我一起去的這群人感到很有興趣 

R2 I liked and felt warm towards the other group members. 和我一起去的這群人給我的感覺就是很溫

暖 

R3 I felt a comfortable rhythm with and felt coordinated with the 

other group members. 

我對和我一起去的這群人感到很合得來 

R4 I felt rapport with the other group members. 我覺得我和一起去的這群人相處融洽 

R5 In thinking about my relationship with this person, I enjoy 

interacting with the other group members. 

我喜歡和我一起去的這群人互動 

R6 The other group members relate to me well. 我和跟我一起去的這群人處得不錯 

R7 The other group members have a good sense of humor. 跟我一起去的這群人好有幽默感 

R8 I strongly care about the other group members. 我很關心跟我一起去的這群人 

R9 The other group members have taken personal interest in me. 跟我一起去的那群人對我很感興趣 

R10 I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other group members. 我和跟我一起去的這群人關係很親密 

服務友誼 (Service Friendship)  

FR1 The service provider knows a lot about me. 

FR2 I have developed a good rapport with the service provider. 

FR3 There is a friendship between the service provider and me. 

FR4 The service provider and I seem to find plenty of things to 

talk about. 

服務人員很瞭解我 

我和服務人員已建立融洽的關係 

我和服務人員是有友誼的 

服務人員和我似乎有很多話題可以聊 

顧客導向 (Customer Orientation)  

COO1 Tries to figure out a customer’s needs 服務人員想要了解顧客的需求 

COO2 Has the customer’s best interests in mind 服務人員把顧客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 

COO3 Takes a problem solving approach in selling products or 

services to customers 

服務人員採用問題解決的方式來銷售產品

或提供服務給顧客 

COO4 Recommends products or services that are best suited to 

solving problems 

服務人員推薦最能夠解決問題的產品或服

務給顧客 

COO5 Tries to find out which kinds of products or services 

would be most helpful to customers. 

服務人員企圖找出那一種產品或服務對顧

客最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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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續) 前因後果主要構念問項 

構念/英文問項 中文翻譯 

銷售導向 (Selling Orientation)  

SO1 Tries to sell as much as he/she can, rather than satisfying    

    customers 

服務人員想要盡其所能地賣東西給顧

客，而沒有去滿足顧客的真正需要 

SO2 Finds it necessary to stretch the truth in his/her sales  

    representations 

服務人員在銷售時會扭曲事實 

SO3 Tries to sell as much as he/she can to convince the customer to  

    buy, even if it is more than wise customers would buy. 

服務人員不斷的說服顧客去購買他所

不需要的 

SO4 Paints too rosy a picture of the products or services to make  

    them sound as good as possible 

服務人員會將產品或服務描繪的很美

好，即使並沒有這麼好 

SO5 Makes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what he/she thinks he/she  

   can sell and not on the basis of customers’ long-term satisfaction 

服務人員會推薦他想要賣的東西給顧

客，而不是根據顧客的購後滿意 

其他顧客相似性 (Similarity to Other Customers)  

S1 I could identify with the other patrons in the facility. 我可以認同在這個店家中的其他顧客 

S2 I am similar to the other patrons in the facility. 我和在這家店中的其他顧客之間是相

似的 

S3 The other patrons are like me. 這個店家中的其他顧客和我很像 

S4 The other patrons come from a similar background to myself. 這個店家中的其他顧客和我有類似的

背景 

S5 I fit right in with the other patrons. 我感覺我與這家店中的其他顧客味道

很合 

 

其他顧客的外表 (Physical Appearance of Other Customers) 

 

AP1 I like the appearance of the other patrons. 我喜歡這家店中其他顧客的外表 

AP2 The other patrons were dressed appropriately. 在這家店中其他顧客的穿著是得體的 

AP3 The other patrons looked nice. 在這家店中其他顧客看起來人很好 

AP4 The other patrons looked like they were my type of people. 這家店中的其他顧客看起來很順眼 

其他顧客行為適當性 (Suitable Behavior of Other Customers)  

MB1 The behavior of the other customers were appropriate for the 

setting. 

這家店中其他顧客的行為是合宜的 

MB2 The other patrons were friendly toward me. 其他顧客對我很友善 

MB3 I found that the other patrons behaved well. 我發現其他顧客的行為舉止是得體的 

MB4 The other patrons’ behavior was pleasant. 其他顧客的行為是讓人感到舒服的 

 
16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附錄二 (續) 前因後果主要構念問項 

構念/英文問項 中文翻譯 

注意力幸福感 (Attention-Related Well-Being)  

有效運作 (Effective Functioning)  

EF1 Energetic and excited about what you are doing 我對於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充滿幹勁且感到興奮 

EF2 Life is interesting and challenging 我覺得生活變得更有趣與更有挑戰性 

EF3 On top of the world 我可以掌握自己接下來的生活 

EF4 Focused 我可以集中注意力去做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EF5 Effective  我可以達成接下來的生活目標 

EF6 Positive 我可以用正面的態度去面對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EF7 Able to get really absorbed in a task 我能夠很專注地處理接下來要做的事務 

EF8 Alert 我可以在處理接下來的事務時抱持著警覺心 

EF9 Satisfied with how things have been going lately 我感覺在接下來的幾天內事情會很順暢 

EF10 You have a good sense of where you’re going 我清楚知道我接下來該做什麼事情 

EF11 Competent 我有能力去面對接下來的事務 

EF12 Attentive 我會留心注意該做哪些事 

EF13 You can keep your mind on what you are doing 我能有恆心地去做我正在進行的事務 

 感覺和平 (At Peace)  

P1 Relaxed 我感覺放鬆 

P2 Comfortable 我感覺舒服 

P3 Irritable r 我感覺心浮氣躁 r 

P4 Everything was an effort r 我感覺接下來生活中的每件事都難以處理 r 

P5 Hurried r 我感覺匆忙
r 

P6 Patient 我覺得我有耐心去處理接下來的事情 

 

分心 (Distraction) 

 

  D1 Forgetful  我在接下來幾天做事時是心不在焉的 

  D2 Disorganized   我感覺心思混亂 

  D3 It’s difficult to finish things you have started 我很難完成已經開始著手處理的事情 

  D4 Making decisions is difficult  我會難以做接下來要做的決策 

  D5 It’s hard to make up your mind 我會難以下定決心去做接下來的事情 

  D6 You were making mistakes 我在接下來的生活中做事情時容易出錯 

註:  r 反向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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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控制變項問項 

構念/英文問項 中文翻譯 

實體服務場景 (Physical Servicescape)  

EQ1 The equipment was modern looking. 這家店裡面的設備是有現代感的 

  EQ2 The electronic equipment was excellent. 這家店裡面的電子設施很棒 

  EQ3 The equipment was of high quality. 這家店裡面有高品質的設備 

DG1 I found the interior design visually appealing. 我覺得這家店的內部設計在視覺上有吸引力 

  DG2 The color schemes were appropriate. 這家店裡面的配色是恰到好處 

  DG3 The architecture was attractive. 這家店的外觀是吸引人的 

  SP1 The flooring was appropriate. 這家店裡面的樓層安排是合宜的 

  SP2 I found my way around easily. 我在這家店裡面可以很順暢的移動 

  AM1 The background music was pleasant. 

  AM2 The lighting was comfortable. 

  AM3 The store had a pleasant smell. 

  AM4 The background music was appropriate. 

  CL1 The service station appeared to be hygienic. 

  CL2 The store was very clean. 

  CL3 The employees were neat and tidy in appearance. 

實體產品品質 (Physical Goods Quality) 

這家店裡面的背景音樂是宜人的 

這家店裡面的燈光讓我覺得舒適 

這家店裡面的氣味是宜人的 

這家店裡面播放的音樂很適當 

這家店很衛生 

這家店裡面是乾淨的 

這家店裡面的員工穿著乾淨整齊 

  PQ1 The physical products received during the transaction 

were excellent. 

這家店所賣的產品是很棒的 

  PQ2 The physical products received during the transaction 

were high quality. 

這家店所賣的產品是高品質的 

  PQ3 The physical products received during the transaction 

were one of the best. 

這家店所賣的產品是最棒的店家之一 

社交性 (Sociability)  

SOC1 I like to be with people. 

SOC2 I welcome the opportunity to mix socially with people. 

  SOC3 I prefer working with others rather than alone. 

  SOC4 I find people more stimulating than anything else. 

  SOC5 I ‘d be unhappy if I were prevented from making many 

social contacts. 

 

我喜歡跟人群在一起 

我把握機會與別人交際 

我喜愛與他人一起工作，而非獨自工作我覺

得人比任何其它的事物更有趣 

不能和別人互動會讓我感到不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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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受訪者特性整理 

時間 受訪者 性別 年齡 職業 自己/同去 對工作休

閒的看法 

店家類

型 

店家名 

4/7 (一) am: 

11:00 

A 女 50 初頭 家庭主婦 有伴(主婦) 分開 複合式

餐廳 

糖山 

4/7 (一) pm: 

3:45 

B 女 40 初頭 人壽經理 有伴(家人) 分開 Brunch

店 

元太 

4/7 (一) pm: 

4:20 

C 男 20 初頭 人壽業務 有伴(朋友) 分開 KTV 好樂迪 

4/7(一) pm: 

8:30  

D 男 50 初頭 航太業稽

核員 

有伴(釣友) 分開 釣蝦場 金海岸 

4/8(二) 

pm: 5:00 

E 女 40 初頭 博士生 單獨 合一 咖啡廳 星巴克、西雅圖 

4/8(二) 

pm: 7:00 

F 女 20 高頭 博士生 單獨/有伴

(朋友) 

分開 咖啡

廳、餐

廳、

KTV、

百貨公

司 

星巴克、茹絲葵、錢櫃、

SOGO 百貨 

4/8(二) 

pm: 8:30 

G 男 20 高頭 博士生 自己/有伴

(朋友) 

分開 電影

院、百

貨公司

購物中

心 

威秀、國賓、微風、101

購物中心 

4/9(三) 

pm: 8:00 

H 女 23 歲 碩士生 單獨/有伴

(朋友) 

分開 咖啡

廳、餐

廳 

Dot 咖啡、輻射線 

4/10(四) 

pm: 5:00 

I 女 20 高頭 博士生 單獨/有伴

(朋友) 

分開 咖啡廳 星巴克 

4/11(五) 

pm: 10:00 

J 女 26 歲 上班族 有伴(朋友) 分開 義大利

餐廳 

Parco 

4/14 (一) 

pm: 3:00 

K 男 26 歲 博士生 單獨/有伴

(朋友) 

分開 書店 政大書城、誠品書店 

4/16 (三) 

am: 11:50 

L 男 30 初頭 博士生 單獨 合一 咖啡廳 星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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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三) 

pm: 17:10 

M 女 30 研究助理 有伴(老公) 分開 影城 喜滿客、威秀影城 

4/22 (二) 

pm: 2:00 

N 男 29 助理教授 單獨/有伴

(朋友) 

分開 大賣場 家樂福與好市多 

4/23 (三) 

pm: 7:40 

O 女 29 銀行經理 單獨 分開 咖啡

廳、電

影院、

書店 

伯朗咖啡、威秀影城、誠

品書店 

4/25 (五) 

pm: 6:30 

P 女 26 科技公司

業務管理 

單獨 分開 書店、

展覽 

誠品書店、Andy Worhol

畫展、達利畫展 

4/29 (三) 

pm: 12:30 

Q 男 44 商研院 單獨 分開 書店 誠品書店 

4/9 (五) 

pm: 9:15 

R 女 30 初頭 博士生 單獨 分開 游泳池 寶成活水健康生活館 

9/16 (二) 

pm: 12:10 

S 女 20 初頭 大學生 單獨/有伴 

(朋友) 

合一 咖啡廳 

(小型) 

FIVE SENSE 

9/17 (三) 

pm: 12:30 

T 女 20 初頭 大學生 單獨/有伴 

(朋友) 

分開 咖啡廳 

(鄉村) 

EASY & RELAX 

9/17 (三) 

pm: 13:20 

U 女 20 初頭 大學生 單獨/有伴 

(朋友) 

分開 咖啡廳 KONA YUKI Hokkaido 

Style Cafe 

9/18 (四) 

pm: 12:10 

V 男 20 初頭 大學生 單獨/有伴 

(朋友) 

分開 電影院 信義威秀 

9/22 (一) 

pm: 12:30 

W 男 20 初頭 大學生 單獨/有伴 

(朋友) 

分開 二輪電

影院、

租書店 

展燕庭、景美二輪電影院

(沒有提店家名) 

9/24 (三) 

pm: 12:30 

X 男 20 初頭 大學生 單獨/有伴 

(朋友) 

分開 咖啡

廳、義

式餐館 

小公寓、喀拉喀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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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訪談主要問題: 

1. 能不能跟我描述一下你一周的生活是怎麼樣的呢? 

2. 你提到你在空閒時間會到服務店家中休息放鬆，可以請你分享一下最近一次或是你印

象深刻的經驗? (可分享多種，一個一個分享) 

(1) 服務店家名稱、類型 

(2) 去的頻率 

(3) 跟您一起去的人們有誰 

(4) 在什麼時間點(每天/周末/假期)去 

(5) 在那裡你是如何放鬆的，為什麼會覺得在那裡是可以放鬆的? (讓受訪者自由發揮，

若無講到下列社會面向，則詢問之) 

 跟你同去的人們(朋友、情侶或家人)如何強化或是破壞你休息放鬆的時刻呢? 

 其他在服務店家中的顧客如何強化或破壞你休息放鬆的時刻，可以請你分享相關

的經驗嗎 

 員工如何強化或是破壞你休息放鬆的時刻，可以請你跟我分享一下嗎 

3. 比較自己去和一群人去的經驗(如果兩種經驗都有的話) 

4. 在服務店家中休息與放鬆完後，你有什麼感覺或想法(對這家店或是對自己)..可以和

我分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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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恢復體驗面向與受訪者話語間的對應(舉例) 

恢復

體驗

面向 

受訪者 受訪者的話語 (粗體為訪員的提問) 

暫時

逃離 

F 那你去星巴克有沒有感覺會暫時隔離煩惱 

喔會阿，尤其是當我就是不想要做一些正事的時候，不管事課業上的事或是阿里拉紮的

事的時候，我就會覺得不管後面有多少事情再追著我跑的時候，我就是覺得我進到那個

店裡面我就是不要打開一些會令我覺得很煩惱的檔案，阿我就是看一些其他的東西(手機

或是雜誌)，然後就是暫時逃離，就是讓我就是喝完，你知道，不是有一首歌叫做，來來

來喝完這杯在說，就是喝完這杯咖啡再說吧，就是等我喝完了，丟掉垃圾離開這家店，

我在從新的去搞定我那些很奇怪的事情。 

I 那你為什麼會覺得 starbucks 是一個可以放鬆或休息的場所…. 

然後或者是不一定要做什麼阿，可能就是看旁邊的人在走路阿，之類的… 

看旁邊的人在走路會覺得放鬆… 

就是休息的時候看旁邊的人在走在移動這個樣子… 

看旁邊人走路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就是沒有特別，就是發呆的意思，就是沒有特別說在做什麼事情 

P 那通常你去書店它會給你一種隔離感嗎…. 

會，而且很強烈，因為去書店，我去看書光看書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有一種與世隔離

的這種感覺了，因為你看不同的書，它等於就是把你從現實任務中切開，然後讓你去跟

著作者去看去想像他所處的生活，那當你去專注在別人所寫的文章這件事，她描述的事

情的時候，你就會完全從你現在的生活中脫離了，因為沒有時間再想現在的事情… 

新奇 

(換環

境或

活動) 

F 那還有什麼原因會讓你覺得在哪邊唱歌會放鬆.. 

因為環境有改變阿，因為你看妳在家裡，就算你聽歌 CD PLAYER 或是 KKBOX 好了，

阿你還是在哪個房間，比如說你同時電腦還在開著別的正在工作的視窗，然後你在聽音

樂，雖然看起來聽起來是一個休閒的感覺，但是你同時還是在做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你

的腦子跟你的心情是無法完完全全放在聽歌，ENJOY 那些歌的情境裡面，而且那個環境

沒有改變，你現在就是看還是有什麼白板阿，還是有其他人在工作啊，那你就沒辦法放

鬆，可是你去了那個環境，你看啊有很大的音響阿，有很大的電視，你可以看有 MTV

再撥阿，然後就是昏黃的那個燈光阿，有時候還有那個彩球阿，你可以轉換燈光的顏色

阿，對阿，你就會覺得，喔，而且還有麥克風，你在家裡都沒有麥克風，你就只能唱

歌，但是你沒有麥克風 

B 那邊有很多雜誌可以看。 

對阿，而且是不同領域的，對，就是譬如說，我是金融服務業，那我平常可能就是看商

周拉，money 拉，今周刊這些東西，但是他那邊的領域就會很廣，他可能就會有些像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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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家雜誌、科學人雜誌，還有現在很流行的環保議題，這些不同領域的東西我會覺得我

看了並不會覺得有很大的壓迫感，但是我覺得我是多元去接觸這些議題這樣子，對。 

I 通常在裡面，能不能分享一下在裡面放鬆的感受 

…就是平常事情比較多啊，因為我如果在學校是要處理很多事情，那如果去

STARBUCKS 那邊是個不一樣的地方吧… 

不一樣是指… 

就是跟學校長的不一樣了… 

所以對學校已經感到..因為一直看同樣的地方覺得… 

因為而且學校就是常常會覺得例如說可能老闆會常常打電話來啊之類的… 

所以去 STARBUCKS 給你一個不一樣的地方，讓你覺得有點放鬆感… 

恩 

內容

迷戀 

I OK 那有沒有一些餐廳的小擺設讓你印象比較深刻… 

它可能會旁邊擺一些小裝飾像是小娃娃那些..就覺得還蠻可愛的… 

可愛是一個會讓你覺得放鬆的因素喔?可不可以說明一下為什麼… 

因為我本身還蠻喜歡那種玩偶..就是可愛的那種娃娃.我還蠻喜歡的… 

喔..所以也是喜歡可愛的東西 所以..看到可愛的小東西就覺得放鬆… 

對阿..就覺得蠻有趣的 

J ㄟ..我會覺得說，你放眼望去你會看到每一桌的麵就五顏六色的，就蠻有新鮮感的，因為

她有綠色有黑色，有錢紅色的，有白色，就會覺得還蠻有那種五顏六色的就還蠻有新鮮

感的… 

新鮮感會不會給你帶來一種放鬆呢 

會阿，因為我就覺得她的麵做的還蠻有就是那種墨魚的就全部是黑色，可能就是在平常

的商店是很少見到這樣，就是會覺得有趣拉，就會去注意一下這樣子，就會去看一下... 

K 那還有沒有甚麼放鬆的經驗是在書店裡面，比較特別的讓你覺得放鬆的事情，除了你剛

剛講的 

有時候我會觀察書店裡面的人..這個怎麼講，我有時候會覺得說到底去書店裏面會看到那

些人，就是我本來會預期去的都是那種感覺會在誠品裡面遇到的那些人，很有氣質甚麼

的，可是有時候去的時候也不一定，有時候會看到一些老先生，然後有時候會看到也不

知道是來幹嘛的，因為他那邊有一區是專門坐著給人看書的，然後我就會看到就很多人

坐在那邊看書這個樣子，然後我有時候就會去看說到底都是那些人會來，然後就是看看

會不會有認識的或是不認識但是還不錯的。 

什麼叫還不錯.. 

就是看起來比較賞心悅目的，可以幫助放鬆心情..呵呵呵 

賞心悅目，可以描述具體一點嗎? 

比如就是說長的還蠻有氣質的阿，或著是說他散發出一種氣質是和一般人不一樣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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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是外表上的吸引力，可能是種內在氣息，那種氣息是平常沒有看過的。 

所以也是一種新鮮感? 

對對對，也是一種新鮮感，就是會覺得去那邊好像會遇到不同的人，就是每次去實幼或

是這邊都會看到同樣的人，可是去那邊就會看到不同的人，他們可能來自不同的學院..因

為那邊呢會有時候尤其是剛開學的時候會有很多那種開學的書，每個學院都會訂嘛，然

後就會看到傳播的，看到誰誰誰誰誰，然後就會看到那種每個學院的裝扮都不一樣，像

有的學院的女生就喜歡穿很長的裙子，有的學院的女生喜歡把頭髮剪得很短然後帶個毛

帽甚麼的，然後我就會覺得蠻特別的，然後就會去，有時候就會覺得蠻有趣新鮮的，就

被吸引這樣子。 

過程

迷戀 

D 釣蝦場讓你覺得著迷的是甚麼呢? 

釣蝦場就是那個過程，當蝦子在吃餌時，看到浮標在沉時，你會很高興興奮，有人在和

你作鬥，尤其是當你把蝦子拉起來的那個時候的那個一瞬間的成就感，跟你抓取的慾

望，你會得到滿足，你把它釣起來了。 

H 可是多少還是會被(朋友)吐槽阿… 

被吐槽會很開心嗎… 

就是就會覺得很有趣，就是有些時候，有些反應是意想不到的…意想不到… 

比方說像有時候我們會這樣問，就是我同學會問說要不要一起去吃飯，那我的反應可能

是 我現在沒時間，就是他們的反應，我原本以為就是喔好就這樣就結束了，然後不是，

他們說你很難約耶，這是一個你沒有預想到的回答… 

然後你覺得這樣很有趣… 

就是你會覺得，一個說法是受到小驚嚇拉，一個說法就是覺得很有新鮮感，就會覺得他

的思考方式跟你不一樣 

T OK，那跟朋友去會不會有可能可以放鬆。 

有拉，有一次是朋友開 PA，因為它是沙發(咖啡館)嘛，然後它可以就是如果你人夠多的

話，你可以包裡面的小包廂，那個小包廂裡面，因為它沙發會放很多大的泰迪熊拉，很

多娃娃，就是對於女生來說是一個很夢幻的環境，哼哼亨，然後有一次就是有個朋友的

慶生就是在那邊辦，然後那個時候，因為朋友很熟了，其實你到最後，剛開始你會一直

推薦你有這間店，那到最後就是已經大家都不用講話，大家就癱在沙發上抱著熊，然後

喝著啤酒，或者是一些調酒這類的。所以那個時候的感覺就是也是很，也是會放鬆，因

為是...怎麼說... 

enjoy 在那種過程.. 

對，可能是因為它的氣氛可以讓我們幾個女生就是覺得很舒服，然後像被公主一樣對待

嗎?ㄟ這樣講會有點公主病，反正就是讓你有一種很棒的氛圍在。 

I 好，那在裡面還有別的特殊感覺嗎? 你有任何覺得蠻特別或有趣的事，在裡面發生的插

曲可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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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常常有..就是因為會做比較久，所以常常旁邊都會有些人在聊天嘛，然後有時候就是

會覺得旁邊的人聊天很大聲…就可能坐十分鐘他們講十分鐘就會了解他們這一個禮拜都

發生了什麼事..對阿就覺得蠻有趣的.. 

所以看別人聊天會不會帶給你放鬆趣味感… 

對阿就是有時候覺得還蠻有趣的 

一致

性 

F 那看到家庭主婦的行為會不會破壞你的放鬆感? 

我明明就是很悠哉地在那邊看雜誌，然後可能左右的客人就是很認真的在聊天或是在幹

嘛，可是你就看到遠方的媽媽就是在脫鞋子，躺在沙發上，那你就會覺得，就是有失優

雅，就是那麼優雅，那麼協和的畫面，然後就突然來一個就是…。 

F 雖然星巴克店門口有寫不要帶外食，但我有點忘記有沒有這樣的規定，但是通常星巴克

都是兩層樓或是三層樓，所以那個第二層和第三層的，其實店員會看不太到，因為沒有

多餘的時間去關注你到底是不是帶什麼外食阿，或是怎麼樣的，所謂的外食就是不是他

們這家店裡面的嘛，然後你就看到有些媽媽們，他們可能就是四五個人只點兩杯咖啡，

然後他們會吃滷味，就是他們會買乾的滷味阿，或是什麼餛飩麵，然後就是在那邊就是

吃起來了，然後你就會覺得怎麼會是這個樣子，滷味跟咖啡，第一滷味咖啡也不搭，第

二個就是你這樣不會覺得很怪嗎，餛飩麵你就是在麵攤吃就好了啊，你怎麼會把它帶來

咖啡店吃.. 

這也會讓你不舒服… 

我會覺得就是有必要這樣嗎… 

不 FIT… 

對啊 

L 那你有沒有看到其他顧客的行為，除了你剛剛講的講話很大聲外，會讓你覺得會破壞你

的放鬆感? 

…就是有人在星巴克裡面吃著麥當勞的薯條之類的，就是有可能有人買了晚餐，就是有

可能我好像看到高中生嘛，就是高中生可能就是他們會約去那邊念書，可是他們是下課

之後，這個是在大安站的那一間，大安站那邊就是師大附中、延平中學，那邊很多同

學，然後他們就會約在那邊要討論報告，可是有些同學就是下課後他肚子餓，他直接去

買了我忘了是麥當勞還是漢堡王，他們就買了食物直接帶上去，就是外帶，雖然也有點

星巴克的東西，可是他就是會吃了其他的東西，那他直接約去麥當勞就好啦，我只是覺

得很怪，因為那個味道其實有點不太好，跟星巴克咖啡就不協調。重點是你來到星巴克

應該是要吃星巴克的東西啊，我覺得這是一個顧客應該要做的。 

動機

相容 

L Ok，你剛剛有提到星巴克之所以成為可以放鬆的地方有一個原因就是在那邊你可以做你

想要做的事情，看自己想要看的書，那你覺得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就是我在那邊我就會有張桌子，然後我覺得我在哪邊我可以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那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念書，然後你覺得你現在沒唸書會覺得焦躁的話，你還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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唸一點書，我覺得是那種心態。 

T 那你覺得在 ER 裡面最具有放鬆的元素，最能讓你放鬆的理由是什麼? 

最能夠讓我放鬆的理由就是它不會趕我走，然後在裡面移動也都很自由，你就算到處在

裡面遊蕩店員也不會說…阿不好意思什麼之類的，就是在裡面你要做什麼都可以，對阿 

W 那老闆會做什麼事會讓你覺得還蠻放鬆或是舒服，就是他的行為是有助於放鬆的體驗的 

因為有時候我常會不知道要看什麼書拉，如果就會跟他說比如說我想要看 A 這類的書，

然後看完了，然後我就會問說有沒有接近 A 這類的書的時候，然後我就會問那個女生的

老闆，然後他就會回答我，或是他會記得說ㄟ你之前，比如說我看到一個系列那還在出

那個系列就是出到一半，他就會說 ㄟ 那個書的系列最近出了喔 這樣算嘛，就是幫助我

選書這樣子 

心智

模式

相容 

G 那你比較常在那些地方逛可以產生放鬆的感受? 

恩 101 啊，微風啊… 

那比較有放鬆的就是這兩個 

那 101 和微風相較於其他可以逛的地方為什麼? 

像是 SOGO，SOGO 的話它就會比較像是一層樓然後一個一個一個，但是 101 它是一大

層樓它是一櫃，噁，一間一間一間，那它是有個公用的走道，所以你是可以走那個公用

的走道去看每一間在幹嘛，可是你在 SOGO 它空間是比較小的，所以你走那個走道你會

比較會讓裡面的服務人員會一直跟你想說要推銷你，那它想跟你推銷的時候你就會沒有

覺得很舒服，因為你其實並不想要買，你只是想要看看而已，那那時候就會覺得沒有放

鬆到，因為我很擔心別人會覺得我只是還看看，但是在 101 或是微風它都是一櫃一櫃的

時候，我就比較不用這麼擔心。 

P 有一陣子我還在台中生活的時候，然後我很常去中友百貨的誠品，我不知道是不是台中

才這樣還是怎樣，就是有很多很神秘組織的推銷人員..…他們會混到書店或是百貨商場那

邊，可是書店很多，因為我已經遇過兩次..就是你在看書的時候他會站在你旁邊就是好像

跟你..好像表現一副就是跟你在看的書很類似、很有興趣的樣子，然後就會開始攀談，就

說ㄟ你看這本書，我有買過我有看過就是怎麼樣怎麼樣，然後一開始你會沒有戒心就覺

得她只是一個路人跟你分享而已，然後接下來他就會誇獎你身上的東西就是你的鞋子還

蠻好看的阿，然後再接下來他就會問說，那你會去看一些自我成長或是自我激勵的書嗎?

你想不想在幾歲的時候賺到年薪多少啊，之類的，然後接下來他就會跟你約個時間說ㄟ

我覺得我們很有緣，我們可以再聊再談，然後後來你會發現說他應該是那種就是… 

就是要你加入直銷… 

對，有點類似… 

那你覺得這樣為什麼會讓你無法放鬆… 

我覺得在書店被一個，要跟一個陌生人聊天很奇怪，因為書店很安靜，然後如果有個陌

生人來搭話，然後如果你們對話聽起來一聽就知道就是一個毫無關係的人然後好像在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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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推銷還是什麼之類的，就打擾整個書店的平靜，因為大家會看 

X 恩 那樣聽起來客群有點差異，它們有把它區隔開嘛… 

沒有沒有 就還是坐在一起… 

那你們會不會擔心說自己太大聲會不會干擾到別人… 

有有有，對對對，就是對，就是有一點擔心，因為就是我們比較年輕人，就是比較會稽

哩瓜機哩瓜啦這樣子，對對對，會拉 會有擔心，會有一些擔心。 

愉悅

情緒 

J OK，那在那家餐廳你覺得有沒有一種抽離感阿..就是暫時換一個環境的感覺 

去那裡的環境你就會覺得說感覺是歡樂..因為大家就是都在聊天阿吃飯啊..就是會很愉悅

的感覺..就不會像是工作感覺蠻沉悶的..就是氣氛是不一樣的..就是工作氣氛你會覺得是很

煩悶然後是有壓迫感…有壓力的..然後另一個會讓你覺得很歡愉得很愉快，然後就是可以

讓你放鬆，因為每個人進去也都是還蠻快樂的..都是會聊天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這家餐廳就是傳達一種歡愉的感覺 

對就是一種歡愉的感覺 

S 聊天會比較開心? 

一個人有時候也會就是比較無聊吧…聊天會比較開心…其實要是我去那邊去念書念一個

下午的話，我就比較不會喜歡自己一個人在那邊坐三、四個小時，要是兩個人一起的

話，就可能中間還可以聊個天啊什麼的。 

聊個天比較不會那麼無聊，或許會蠻開心的，這也是個放鬆的來源吧.. 

對阿，總不能搭訕隔壁的客人，雖然有時候也是會發生這種事拉 

X ok, 那其他的顧客會不會破壞你的放鬆 

我會覺得就是會有其他一群人就是像是一群朋友來聊天聊得很開心那樣，可是那樣會覺

得，我個人感覺是不會覺得太影響我，但是我會覺得就是說，這就是一個就是大家都可

以放鬆的地方，不是啦，我是覺得聽到他們的笑聲，我會，偶爾會也會會心一笑就是大

家都可以在這裡這麼開心 

 

 

 

  

17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附錄七 消費者前測結果 

問項/構面 問項出處 Psv Csv 結論 

暫時逃離 (Escape)     

1. 在這裡我會忘掉現實生活中的壓力 受訪者 .85 .77 留 

2. 當我在這家店裡面時，我覺得可以跳脫其他人對我的要求與期待 Laumann et al. 

(2001) 
.85 .81 

留 

3. 在這裡我可以把現實生活忘掉 受訪者 .85 .81 留 

4. 在這裡我可以放空，什麼事都不做 受訪者 .65 .42 留 

5. 來到這家店裡會讓我的注意力不用放在我不想要的事情上 Hartig et al. 

(1996) 
.65 .46 

留 

6. 在這裡我比較不會去想我原本覺得很煩的事情 受訪者 .88 .85 留 

7. 在這家店裡我可以把煩人事務拋諸腦後 Hartig et al. 

(1996) 
.88 .81 

留 

8. 當我在這家店裡面時，我不需要想到我該負的責任 Laumann et al. 

(2001) 
.88 .81 

留 

9. 來到這店裡幫助我放鬆，不會一直專注思考我要處理的事情 Hartig et al. 

(1996) 
.69 .58 

留 

10. 在這裡我可以暫時忘掉煩惱 受訪者 .81 .73 留 

11. 在這裡我可以什麼事情都不用想 受訪者 .69 .50 留 

12. 在這家店裡會讓我從日常生活的瑣事中得到片刻的休息 Hartig et al. 

(1996) 
.73 .62 

留 

13. 當我在這家店裡面時，我覺得可以免於工作與日常事務的煩惱 Laumann et al. 

(2001) 
.81 .73 

留 

14. 在這裡我看不到日常生活中惱人的東西 受訪者 .88 .81 留 

15. 在這家店裡會有一種暫時逃離的體驗 Hartig et al. 

(1996) 
.88 .81 

留 

16. 來到這家店可讓我暫時逃離緊湊的生活 受訪者 .92 .88 留 

17. 在這裡我不會想到日常生活中的阻礙 受訪者 .92 .88 留 

新奇 (Novelty)       

18. 我有置身於另一個世界的感覺 受訪者 .85 .69 留 

19. 我來到了一個不同於日常生活的另一個空間 受訪者 .88 .81 留 

20. 我來到這家店中會覺得這裡和日常生活中的環境不太一樣 Laumann et al. 

(2001) 
.85 .77 

留 

21. 在這裡我有一種空間的轉移感 受訪者 .85 .77 留 

22. 在這家店裡我做的事情和平常不太一樣 Laumann et al. 

(2001) 
1.00 1.00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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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戀 (Fascination)       

23. 這家店中的東西是有趣的 受訪者 .88 .85 留 

24. 這家店裡面有很多有趣的事物，吸引了我的目光 Hartig et al. 

(1996) 
.85 .73 

留 

25. 我陶醉在這家店所塑造的氛圍當中 受訪者 .62 .46 留 

26. 這家店裡面有很特別的東西 受訪者 .92 .88 留 

27. 這家店裡面有一些新的東西 受訪者 .81 .65 留 

28. 這家店裡面很多事物是我想要知道的 Laumann et al. 

(2001) 
.69 .50 

留 

29. 這家店裡面的東西我很喜歡 受訪者 .88 .77 留 

30. 這家店的周遭事物吸引我 Laumann et al. 

(2001) 
.85 .73 

留 

31. 這家店裡面沒有任何值得一看的東西 r Hartig et al. 

(1996) 
.77 .62 

留 

32. 這家店有很多新鮮的人事物 受訪者 .69 .38 留 

33. 這家店裡面有很多事物會讓我想要停留久一點 Laumann et al. 

(2001) 
.88 .77 

留 

34. 這家店裡面有很多可以發現的事物 Laumann et al. 

(2001) 
.73 .54 

留 

35. 這家店中有讓我印象深刻的東西 受訪者 .92 .88 留 

36. 這家店裡面具有迷人的事物 Hartig et al. 

(1996) 
.92 .85 

留 

37. 我很喜歡這家店的氛圍 受訪者 .65 .42 留 

38. 這家店中有可愛的東西 受訪者 .92 .88 留 

39. 這家店裡面是迷人的 Hartig et al. 

(1996) 
.88 .85 

留 

40. 我想要更了解這家店 Hartig et al. 

(1996) 
.65 .50 

留 

41. 這家店裡面有很多可以探索與發現的事物 Hartig et al. 

(1996) 
.81 .69 

留 

42. 這家店裡面有很多我覺得很美麗的事物 Laumann et al. 

(2001) 
.96 .92 

留 

43. 我想要花更多時間瞧一瞧這家店裡面的東西 Hartig et al. 

(1996) 
1.00 1.00 

留 

44. 這家店裡面有很多東西可以吸引我的目光 Laumann et al. 

(2001) 
.96 .92 

留 

45. 在這家店中我做了一些有趣的活動 受訪者 .73 .46 留 

46. 在這家店中我可以享受在消費的過程中 受訪者 .73 .62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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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這家店裡面的人事物給我一種新鮮感 受訪者 .50 .15 刪 

48. 這家店裡面是無聊的 r Hartig et al. 

(1996) 
.46 .19 

 刪 

49. 這家店裡面有很多讓人分心的事物 r Hartig et al. 

(1996) 
.38 -.08 

刪 

50. 在這家店中我可以享受在我做的活動中 受訪者 .54 .15 刪 

51. 我很享受在這家店給我的氛圍之中做事情 受訪者 .46 .19 刪 

52. 在這家店中我可以沉浸在我做的活動當中 受訪者 .62 .27 刪 

一致性(Coherence)     

53. 這家店中的環境給人連貫的感覺 Laumann et al. 

(2001) 
.81 .69 

留 

54. 在這家店中我有一種不協調感 r 受訪者 .69 .50 留 

55. 這家店裡面的所有人事物可以融入它的環境中 Laumann et al. 

(2001) 
.73 .62 

留 

56. 這家店中的人事物彼此之間是搭配的 Laumann et al. 

(2001) 
.81 .65 

留 

57. 這家店中的所有人事物可以融為一體 Laumann et al. 

(2001) 
.81 .65 

留 

58. 這個地方的人事物是混亂的 r Hartig et al. 

(1996) 
.42 .12 

刪 

59. 這個服務環境中的人事物令人感到困惑 r Hartig et al. 

(1996) 
.46 .23 

刪 

相容 (Compatibility)     

60. 我喜歡做的事和這家店的環境有搭配 Laumann et al. 

(2001) 
.62 .38 

留 

61. 在這家店中我可以很專注地做事情 受訪者 .65 .50 留 

62. 這家店裡面的環境讓我有機會可以做我喜歡做的活動 Laumann et al. 

(2001) 
.65 .42 

留 

63. 在這家店裡事情會按照我想要的方式進行 受訪者 .81 .73 留 

64. 在這家店裡我可以自己決定要做什麼事 受訪者 .85 .73 留 

65. 在這家店中我可以投入在我要做的事情上面 受訪者 .81 .73 留 

66. 在這家店裡我可以自由自在的做我要做的事情 受訪者 .77 .65 留 

67. 在這家店裡面我沒辦法很自由自在的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r 受訪者 .92 .85 留 

68. 在這家店裡我的行為會被限制住 r 受訪者 .88 .81 留 

69. 在這家店裡我必須時常保持警戒以應對店裡面可能會發生的各種問

題 r 

受訪者 
.85 .81 

留 

70. 在這家店裡我不用做多餘的思考 受訪者 .77 .58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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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在這家店裡我會擔心自己的行為是否會打擾到他人 r 受訪者 .92 .85 留 

72. 在這家店裡我做事時不會有壓力 受訪者 .77 .65 留 

73. 在這家店裡我必須要顧慮到別人的想法與感受 r 受訪者 .96 .92 留 

74. 在這家店裡我會擔心自己的行為在別人眼中的適當性 r 受訪者 .96 .92 留 

75. 在這家店裡我必須隨時保持小心翼翼的心態 r 受訪者 .96 .92 留 

76. 我能夠應對這家店裡面發生的各種問題 Laumann et al. 

(2001) 
.88 .81 

留 

77. 在這家店裡我覺得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下 受訪者 .88 .81 留 

78. 我能達成這家店中的挑戰 Laumann et al. 

(2001) 
.85 .77 

留 

79. 在這家店裡我能找到讓我自己享受的方式 Hartig et al. 

(1996) 
.42 .04 

刪 

80. 在這家店裡我有一種不安的感覺 r 受訪者 .42 -.04 刪 

81. 在這家店裡我感覺很自在 受訪者 .46 .08 刪 

82. 在這家店裡沒有壓迫感 受訪者 .50 .31 刪 

83. 我很快地適應這家店的環境 Laumann et al. 

(2001) 
.58 .31 

刪 

愉悅 (Pleasure)     

84. 在這家店裡我感覺不喜樂/喜樂 受訪者 .85 .81 留 

85. 在這家店裡我感覺不高興/高興 受訪者 .85 .73 留 

86. 在這家店裡我感覺不開心/開心 受訪者 .85 .73 留 

87. 在這家店裡我感覺不歡喜/歡喜 受訪者 .85 .77 留 

88. 在這家店裡我感覺惱怒/愉快 Mehrabian and 

Russell (1974) 
.85 .77 

留 

89. 在這家店裡我感覺憂鬱/知足 Mehrabian and 

Russell (1974) 
.81 .69 

留 

90. 在這家店裡我感覺不滿意/滿意 Mehrabian and 

Russell (1974) 
.77 .69 

留 

91. 在這家店裡我感覺不快樂/快樂 Mehrabian and 

Russell (1974) 
.92 .88 

留 

註:  r 反向題 

  

18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附錄八 內容效度檢驗後問項 

問項/構面 問項出處 

暫時逃離 (Escape)  

X1 待在這裡可以使我忘卻現實生活中的壓力 受訪者 

X2 當我在這家店裡面時，我覺得可以跳脫其他人對我的要求與期待 Laumann et al. (2001) 

X3 在這裡我可以把現實生活忘掉 受訪者 

X4 在這裡我可以放空，什麼事都不做 受訪者 

X5 來到這家店裡可以讓我的注意力不用放在我不想面對的事情上 Hartig et al. (1996) 

X6 在這裡我比較不會去想我原本覺得很煩的事情 受訪者 

X7 在這家店裡我可以把煩人事務拋諸腦後 Hartig et al. (1996) 

X8 當我在這家店裡面時，我不需要想到我該負的責任 Laumann et al. (2001) 

X9 來到這店裡幫助我放鬆，不會一直專注思考我要處理的事情 Hartig et al. (1996) 

X10 在這裡我可以暫時忘掉煩惱 受訪者 

X11 在這裡我可以什麼事情都不用想 受訪者 

X12 在這家店裡會讓我從日常生活的瑣事中得到片刻的休息 Hartig et al. (1996) 

X13 當我在這家店裡面時，我覺得可以免於工作與日常事務的煩惱 Laumann et al. (2001) 

X14 在這家店裡會有一種逃避現實的體驗 Hartig et al. (1996) 

X15 來到這家店可讓我暫時逃離緊湊的生活步調 受訪者 

X16 在這裡我不會想到日常生活中的阻礙 受訪者 

新奇感 (Novelty)  

X17 待在這裡我彷彿置身於另一個世界 受訪者 

X18 這裡是一個有別於日常生活的空間 受訪者 

X19 我來到這家店中會覺得這裡和日常生活中的環境不太一樣 Laumann et al. (2001) 

X20 來到這裡使我有種轉換空間的感覺 受訪者 

X21 在這家店裡我做的事情和平常不太一樣 Laumann et al. (2001) 

X22 我在這裡會做一些在別的地方不會做的事 第二次專家 

內容迷戀 (Content Fascination)  

X23 這家店中的東西是有趣的 受訪者 

X24 這家店裡面有很多吸引我目光的有趣事物 Hartig et al. (1996) 

X25 在店中，我陶醉在這家店所塑造的氛圍 受訪者 

X26 這家店裡面有很特別的東西 受訪者 

X27 這家店裡面有一些新的東西 受訪者 

X28 這家店裡面很多事物是我想要知道的 Laumann et a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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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9 這家店裡面的東西我很喜歡 受訪者 

X30 這家店的周遭事物吸引我 Laumann et al. (2001) 

X31 這家店裡面沒有任何值得一看的東西 r Hartig et al. (1996) 

X32 這家店有很多新鮮的人事物 受訪者 

X33 這家店裡面有很多事物會讓我想要停留久一點 Laumann et al. (2001) 

X34 這家店中有讓我印象深刻的東西 受訪者 

X35 這家店裡面具有迷人的事物 Hartig et al. (1996) 

X36 我很喜歡這家店的氛圍 受訪者 

X37 這家店中有可愛的東西 受訪者 

X38 這家店裡面是迷人的 Hartig et al. (1996) 

X39 我想要更了解這家店 Hartig et al. (1996) 

X40 這家店裡面有很多可以探索與發現的事物 Hartig et al. (1996) 

X41 這家店裡面有很多我覺得很美麗的事物 Laumann et al. (2001) 

X42 我想要花更多時間瞧一瞧這家店裡面的東西 Hartig et al. (1996) 

過程迷戀(Process Fascination)  

X43 在這家店中我做了一些有趣的活動 受訪者 

X44 我很享受在這家店中的消費經驗 受訪者 

一致性(Coherence)  

X45 這家店中事物讓我有很協調、一致的整體感 Laumann et al. (2001) 

X46 在這家店中我有一種不協調感 r 受訪者 

X47 這家店裡面的所有人事物可以融入它的環境中，不會有突兀感 Laumann et al. (2001) 

X48 這家店中的人事物彼此之間是搭配得很好的 Laumann et al. (2001) 

X49 這家店中的所有人事物可以融為一體 Laumann et al. (2001) 

動機相容 (Motivation Compatibility)  

X50 我喜歡做的事和這家店的環境有搭配 Laumann et al. (2001) 

X51 這家店裡面的環境讓我有機會可以做我喜歡做的活動 Laumann et al. (2001) 

X52 發生在這家店的所有事情，都是我希望的方式 受訪者 

X53 在這家店裡我可以自己決定要做什麼事 受訪者 

X54 在這家店裡我可以自由自在的做我要做的事情 受訪者 

X55 在這家店裡我的行為會受到約束 r 受訪者 

心智模式相容 (Mental Model Compatibility)  

X56 在這家店裡我必須保持警戒以應對各種突發事件 r 受訪者 

X57 在這家店裡我不用做多餘的思考 受訪者 

X58 在這家店裡我會擔心自己的行為是否會打擾到他人 r 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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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59 在這家店裡我做事時不會有壓力 受訪者 

X60 在這家店裡我必須要顧慮到別人的想法與感受 r 受訪者 

X61 在這家店裡我會擔心自己的行為在別人眼中的適當性 r 受訪者 

X62 在這家店裡我必須隨時保持小心翼翼的心態 r 受訪者 

能力相容 (Competence Compatibility)  

X63 我能夠應對這家店裡面發生的各種問題 Laumann et al. (2001) 

X64 在這家店裡我覺得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下 受訪者 

X65 我能應對這家店中的挑戰 Laumann et al. (2001) 

心流 (Flow)  

X66 在這家店中我可以很專注地做事情 受訪者 

X67 在這家店中我可以專心投入在我要做的事情上面 受訪者 

X68 我覺得在這家店裡做的活動可以讓我的心靈得到釋放 McGinnis et al. (2008) 

X69 當我在這家店裡進行活動時，時間似乎過的很快 McGinnis et al. (2008) 

X70 我覺得在這家店裡做的活動可以讓我解壓 McGinnis et al. (2008) 

X71 當我在這家店裡，我可以全神貫注的做我要做的活動 McGinnis et al. (2008) 

X72 當我在這家店裡進行我的活動時，我可以很專心 McGinnis et al. (2008) 

X73 當我在這家店裡進行活動時，我會驚訝地發現我忘記了時間 McGinnis et al. (2008) 

愉悅 (Pleasure)  

X74 在這家店裡我感覺喜樂 受訪者 

X75 在這家店裡我感覺高興 受訪者 

X75 在這家店裡我感覺開心 受訪者 

X77 在這家店裡我感覺愉快 Mehrabian and Russell (1974) 

X78 在這家店裡我感覺滿足 Mehrabian and Russell (1974) 

X79 在這家店裡我感覺滿意 Mehrabian and Russell (1974) 

X80 在這家店裡我感覺快樂 Mehrabian and Russell (1974) 

註:  r 反向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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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第一波問卷 

 

 

 

 

 

 

 

 

 

 

 

問卷說明：問卷分成四大部分、一共 4頁 

一. 請您花一些時間儘可能地回想『半年內印象深刻的一次』在服務店家中休息放鬆

的經驗，再回答以下問題。 

 
1. 您近半年內是否有這樣的經驗? □有   □沒有 (無須填寫問卷) 

2. 那一次是在哪一類型的服務店家? (單選) 

□書店   □咖啡廳     □KTV    □表演藝術   □百貨公司  □運動中心 

□夜店   □電玩遊樂場 □美髮/美容 □電影院/影城  □餐廳 □購物中心

□游泳池 □遊樂園/主題樂園     □SPA/按摩   □演唱會    □釣蝦場  

□其他_____________(請填)  

3. 您選擇的服務業店家名稱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填) 

4. 那次消費是什麼時候的事了:  

□今天 □一到兩天前 □三天到未滿一周前 □一周到兩周前  

□三周到未滿一個月 □一個月到兩個月前 □超過三個月 

5. 您那次去該店家消費是 □自己去 (請跳到第 7.) □有人同去 

6. 那次和您同去該店家的人是您的 (複選) 

□朋友 □情侶 □家人 □親戚 □其他______(請填) 

7. 您在該店家的消費頻率，大約是: 

□只有去過一次 □每周一次  □每周兩次     □每周三次以上  □兩周一

次  

□三周一次     □每月一次  □每兩個月一次 □三個月以上一次 

8. 您那次在該店家中消費的時間大約有多長： 

□未滿半小時         □半小時到未滿一小時   □一小時到未滿兩小時  

□兩小時到未滿三小時 □三小時到未滿四小時   □四小時以上 
 

 

 

 

 

※請翻頁繼續作答※ 

 

您好：  
這是一份關於”顧客在服務店家中休息放鬆經驗”的學術問卷。非常期望您能抽空協

助填寫這份問卷。答案無分對錯，請根據您的想法填寫題目。問卷中所取得的資料僅限

於學術研究使用，絕不會對外公開您的私人資料，敬請放心填寫。感謝您！ 
敬祝  

          健康愉快！ 
國立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博士生：曾祥景 敬啟  
Email：littlebeeballball@hotmail.com 
電話: 0910-50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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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請您就以上分享的服務店家，填寫以下問題，並勾選您同意的程度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這家店裡面的環境讓我有機會可以做我喜歡做的活動      

2. 在這家店裡我可以自己決定要做什麼事      

3. 這家店裡面有很多吸引我目光的有趣事物      

4. 這家店能幫助我放鬆，讓我不會一直專注地想我要處理的

事情 
    

 

5. 我想要花更多時間瞧一瞧這家店裡面的東西      

6. 在這家店裡我做事時不會有壓力      

7. 當我在這家店裡面時，我覺得可以免於工作與日常事務的

煩惱 
    

 

8. 待在這家店裡我彷彿置身於另一個世界      

9. 在這家店裡我可以自由自在的做我要做的事情      

10.當我在這家店裡面時，我覺得可以跳脫其他人對我的要求

與期待 
    

 

11.這家店裡面有很多可以探索與發現的事物      

12.在這裡我可以暫時忘掉煩惱      

13.在這家店裡我感覺滿足      

14.這家店中的事物讓我有很協調、一致的整體感      

15.在這裡我可以放空，什麼事都不做      

16.在這家店裡我感覺開心      

17.在店中，我陶醉在這家店所塑造的氛圍      

18.我能夠應對這家店裡面發生的各種問題      

19.在這家店裡我感覺喜樂      

20.我很享受在這家店中的消費經驗      

21.這家店裡面很多事物是我想要知道的      

22.我來到這家店中會覺得這裡和日常生活中的環境不太一樣      

23.在這裡我不會想到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阻礙      

24.我喜歡做的事和這家店的環境有搭配      

25.這家店中的所有人事物可以融為一體      

26.這家店中有可愛的東西      

27.這家店中的人、事、物彼此之間是搭配得很好的      

28.發生在這家店的所有事情，都是我希望的方式      

29.在這家店裡我感覺高興      

30.這家店裡面有很多事物會讓我想要停留久一點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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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31.在這家店裡我感覺快樂      

32.這家店中有讓我印象深刻的東西      

33.在這家店裡我感覺愉快      

34.我想要更了解這家店      

35.在這家店裡我可以把煩人事務拋在腦後      

36.在這裡我可以把現實生活忘掉      

37.在這家店裡會讓我從日常生活的瑣事中得到片刻的休息      

38.這裡是一個有別於日常生活的空間      

39.在這裡我比較不會去想我原本覺得很煩的事情      

40.在這家店裡我感覺滿意      

41.這家店裡面有很多我覺得很美麗的事物      

42.在這裡我可以什麼事情都不用想      

43.這家店裡面有一些新的東西      

44.當我在這家店裡面時，我不需要想到我生活中該負的責任      

45.來到這家店可讓我暫時逃離緊湊的生活步調      

46.這家店有很多新鮮的人事物      

47.這家店裡面有很特別的東西      

48.這家店裡面的東西我很喜歡      

49.我很喜歡這家店的氛圍      

50.這家店是迷人的      

51.來到這家店裡可以讓我的注意力不用放在我不想面對的事情

上 
    

 

52.這家店裡面的所有人事物可以融入它的環境中，不會有突兀

感 
    

 

53.來到這裡使我有種轉換空間的感覺      

54.在這家店裡我不用做多餘的思考      

55.這家店裡面具有迷人的事物      

56.待在這裡可以使我忘卻現實生活中的壓力      

57.在這家店裡會有一種逃避現實的體驗      

58.我能應對這家店中的挑戰      

59.這家店的周遭事物吸引我      

60.這家店中的東西是有趣的      

61.在這家店裡我覺得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下      

62.在這家店中我有一種不協調感      

63.在這家店裡我必須要顧慮到別人對我的想法與感受      

64.我感覺在這家店裡，我的行為會收到約束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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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65.在這家店裡我必須保持警戒以應對各種突發事件      

66.這家店裡面沒有任何值得一看的東西      

67.在這家店裡我會擔心自己的行為是否會打擾到他人      

68.在這家店裡我會擔心自己的行為在別人眼中是否適當      

69.在這家店裡我必須隨時保持小心翼翼的心態      

 
三. 您那次消費時在店家中做些什麼活動? 

(請盡量填寫多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根據您那次消費時在店家中做的活動來回答以下問題，並勾選您的同意程度 

70.我覺得在這家店裡做的活動可以讓我的心靈得到釋放      

71.我在這家店裡會做一些在別的地方不會做的事      

72.在這家店中我可以很專注地做事情      

73.當我在這家店裡進行活動時，時間似乎過得很快      

74.我覺得在這家店裡做的活動可以讓我解壓      

75.在這家店中我做了一些有趣的活動      

76.當我在這家店裡，我可以全神貫注的進行我要做的活動      

77.當我在這家店裡進行我的活動時，我可以很專心      

78.在這家店裡我做的事情和平常不太一樣      

79.當我在這家店裡進行活動時，我會驚訝地發現我忘記了

時間 
    

 

80.在這家店中我可以專心投入在我要做的事情上面      

 
四. 個人資料（個別內容絕對保密，請您放心填寫） 

1. 性別：□男性  □女性 

2. 年齡: □未滿 15歲 □15-20歲 □21-25歲 □26-30歲 □31-35歲  

      □36-40歲  □41-45歲 □46-50歲 □51歲以上 

3. 教育程度：□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4. 職業: □農林漁礦  □建築  □製造  □運輸、通訊、電力、天然氣、衛生服務    

      □批發  □零售  □金融、保險、房地產  □服務 (餐飲、休閒娛樂)   

      □自由業  □軍公教  □家管  □待業中  □其他_________(請填) 

5. 您的平均月所得： □未滿 5000元    □5000~10000元  □10001~20000元   

                 □20001~30000元  □30001~40000元 □40001~50000元  

                 □50001~60000元  □60001~70000元 □70001元以上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耐心的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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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第二波問卷 

 

 

 

 

 

 

 

 

 
 

 

 

 

 

問卷說明：問卷分成 6大部分、一共 4頁 

一. 請您花一些時間儘可能地回想『半年內印象深刻的一次』在服務店家中休息放鬆

的經驗，再回答以下問題。 

 
1. 您近半年內是否有這樣的經驗? □有   □沒有 (無須填寫問卷) 

2. 那一次是在哪一類型的服務店家? (單選) 

□書店 □咖啡廳  □KTV  □表演藝術 □百貨公司  □運動中心 □夜店   

□電玩遊樂場 □美髮/美容 □電影院/影城  □餐廳 □購物中心 

□游泳池 □遊樂園/主題樂園   □SPA/按摩  □演唱會  □釣蝦場  

□其他_____________(請填)  

3. 您選擇的服務業店家名稱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填) 

4. 那次消費是什麼時候的事了:  

□今天 □一到兩天前 □三天到未滿一周前 □一周到兩周前  

□三周到未滿一個月 □一個月到兩個月前 □超過三個月 

5. 您那次去該店家消費是 □自己去 (請跳到第 7.) □有人同去 

6. 那次和您同去該店家的人是您的 (複選) 

□朋友 □情侶 □家人 □親戚 □其他______(請填) 

7. 您在該店家的消費頻率，大約是: 

□只有去過一次 □每周一次  □每周兩次     □每周三次以上  □兩周一

次 □三周一次     □每月一次  □每兩個月一次 □三個月以上一次 

8. 您那次在該店家中消費的時間大約有多長： 

□未滿半小時         □半小時到未滿一小時   □一小時到未滿兩小時  

□兩小時到未滿三小時 □三小時到未滿四小時   □四小時以上 
 

※請翻頁繼續作答※ 

您好：  
這是一份關於”顧客在服務店家中休息放鬆經驗”的學術問卷。非常期望您能抽空協

助填寫這份問卷。答案無分對錯，請根據您的想法填寫題目。問卷中所取得的資料僅限

於學術研究使用，絕不會對外公開您的私人資料，敬請放心填寫。感謝您！ 
敬祝  

          健康愉快！ 
國立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博士生：曾祥景 敬啟  
Email：littlebeeballball@hotmail.com 
電話: 0910-50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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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請您就以上分享的服務店家，填寫以下問題，並勾選您同意的程度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這家店裡面有很多可以探索與發現的事物      

2.  待在這裡可以使我忘卻現實生活中的壓力      

3.  在這裡我比較不會去想我原本覺得很煩的事情      

4.  來到這家店可讓我暫時逃離緊湊的生活步調      

5.  這家店裡面很多事物是我想要知道的      

6.  在這家店裡會有一種逃避現實的體驗      

7.  在這裡我不會想到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阻礙      

8.  這家店有很多新鮮的人事物      

9.  這家店裡面有一些新的東西      

10.來到這家店裡可以讓我的注意力不用放在我不想面對的事

情上 
     

11.我在這家店裡所做的事情都在我的控制之下      

12.這家店裡面的環境讓我有機會可以做我喜歡做的活動      

13.在這家店裡我可以自由自在的做我要做的事情      

14.這家店的周遭事物吸引我      

15.我想要花更多時間瞧一瞧這家店裡面的東西      

16.這家店裡面有很多吸引我目光的有趣事物      

17.在這裡我可以什麼事情都不用想      

18.我能應對這家店裡面發生的各種問題      

19.我想要更了解這家店      

20.這家店裡面有很特別的東西      

21.當我在這家店裡面時，我不需要想到我生活中該負的責任      

22.這家店裡面具有迷人的事物      

23.我能應對這家店中的挑戰      

24.在這家店裡我可以自己決定要做什麼事      

25.在這裡我可以把現實生活忘掉      

26.這家店裡面有很多我覺得很美麗的事物      

27.在這家店裡我不用做多餘的思考      

28.我感覺在這家店裡，我的行為會收到約束      

29.在這家店裡我會擔心自己的行為是否會打擾到他人      

30.在這家店裡我會擔心自己的行為在別人眼中是否適當      

31.在這家店裡我必須隨時保持小心翼翼的心態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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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您那次消費時在店家中做些什麼活動? (請盡量填寫多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根據您那次消費時在店家中做的活動來回答以下問題，並勾選您的同意程度 

32.我在這家店裡會做一些在別的地方不會做的事      

33.當我在這家店裡進行我的活動時，我可以很專心      

34.在這家店中我做了一些有趣的活動      

35.當我在這家店裡，我可以全神貫注的進行我要做的活動      

36.在這家店裡我做的事情和平常不太一樣      

 
四. 請您回想『您離開這家店後的感受』，並針對以下敘述勾選您的同意程度  

當我離開這家店後…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37.我感覺心思混亂      

38.我能夠很專注地處理接下來要做的事務      

39.在接下來的生活中我會變得容易忘記事情      

40.我覺得生活變得更有趣與更有挑戰性      

41.我的頭腦會變得比較不靈光      

42.我可以集中注意力去做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43.我想要常常惠顧這家店      

44.我可以用正面的態度去面對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45.我會難以下定決心去做接下來的事情      

46.來到此店使我對於我的生活品質更加滿意      

47.我想要花更多時間在這家店裡      

48.來到此店使我對於我的生活品質更感到高興      

49.我在接下來幾天做事時是心不在焉的      

50.我感覺在接下來的幾天內事情會很順暢      

51.我感覺放鬆      

52.我可以在處理接下來的事務時抱持著警覺心      

53.來到此店能夠提升我的幸福感受      

54.我想要更投入這家店的活動或特殊事件      

55.我對於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充滿幹勁且感到興奮      

56.我在接下來的生活中做事情時容易出錯      

57.我能有恆心地去做我正在進行的事務      

58.我清楚知道我接下來該做什麼事情      

59.我感覺舒服      

60.我可以掌握自己接下來的生活      

61.來到此店能夠擴展我的生活境界      

62.我很難完成已經開始著手處理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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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63.我覺得我有耐心去處理接下來的事情      

64.我有能力去面對接下來的事務      

65.我會留心注意該做哪些事      

66.我可以達成接下來的生活目標      

67.我會難以做接下來要做的決策      

68.我很難專心去做接下來的事情      

69.我感覺接下來生活中的每件事都難以處理      

70.我能夠專注地去做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71.我感覺心浮氣躁      

72.我感覺匆忙      

五. 請問您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下列情緒的頻率為何? 

 
一
點
也
不 

一

點

點 

中

度 

相

當

多 

非

常

多 

73.興奮的      

74.自豪的      
75.有決心的      
76.機警的      
77.專注的      
78.受啟發的      
79.熱情的      
80.堅強的      
81.對事物感興趣的      
82.活潑的      

六. 個人資料（個別內容絕對保密，請您放心填寫） 
6. 性別：□男性  □女性 

7. 年齡: □未滿 15歲 □15-20歲 □21-25歲 □26-30歲 □31-35歲  

      □36-40歲  □41-45歲 □46-50歲 □51歲以上 

8. 教育程度：□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9. 職業:□農林漁礦  □建築  □製造  □運輸、通訊、電力、天然氣、衛生服務    

      □批發  □零售  □金融、保險、房地產  □服務 (餐飲、休閒娛樂)   

      □自由業 □軍公教 □家管  □待業中  □學生 □其他_________(請填) 

10. 您的平均月所得： □未滿 5000元    □5000~10000元  □10001~20000元   

                 □20001~30000元  □30001~40000元 □40001~50000元  

                 □50001~60000元  □60001~70000元 □70001元以上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耐心的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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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第三波問卷 

 
 

 

 

 

 

 

 

 

 

 

 

問卷說明：問卷分成 11大部分、一共 7頁 

一. 請您花一些時間儘可能地回想『半年內印象深刻的一次和人同去』服務店家休息

放鬆的經驗，再回答以下問題。 

 
1. 您近半年內是否有這樣的經驗? □有   □沒有 (無須填寫問卷) 

2. 那一次是在哪一類型的服務店家? (單選) 

□書店  □咖啡廳  □KTV □表演藝術  □百貨公司  □運動中心  □夜店 

□電玩遊樂場 □美髮/美容 □電影院/影城  □餐廳 □購物中心 □游泳池 

□遊樂園/主題樂園        □SPA/按摩     □演唱會    □釣蝦場  

□其他_____________(請填)  

3. 您選擇的服務業店家店名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填) 

4. 那次和您同去該店家的人是您的 (複選) 

□朋友 □同事 □情侶 □家人 □親戚 □其他______(請填) 

5. 那次消費是什麼時候的事了:  

□今天 □一到兩天前 □三天到未滿一周前 □一周到未滿兩周前  

□兩周到未滿一個月  □一個月到兩個月前 □超過三個月 

6. 您那次在該店家中消費的時間大約有多長： 

□未滿半小時         □半小時到未滿一小時   □一小時到未滿兩小時  

□兩小時到未滿三小時 □三小時到未滿四小時   □四小時以上 

7. 這一年來您在該店家的消費頻率，大約是: 

□只有去過一次 □每周一次  □每周兩次     □每周三次以上  □兩周一

次  

□三周一次     □每月一次  □每兩個月一次 □三個月以上一次 
 

※請翻頁繼續作答※ 

 

 

 

 

您好：  
這是一份關於”顧客在服務店家中休息放鬆經驗”的學術問卷。非常期望您能抽空協

助填寫這份問卷。答案無分對錯，請根據您的想法填寫題目。問卷中所取得的資料僅限

於學術研究使用，絕不會對外公開您的私人資料，敬請放心填寫。感謝您！ 
敬祝  

          健康愉快！ 
國立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博士生：曾祥景 敬啟  
Email：littlebeeballball@hotmail.com 
電話: 0910-50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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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請您就以上分享的服務店家，填寫以下問題，並勾選您同意的程度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在這裡我比較不會去想我原本覺得很煩的事情      

2.  在這家店裡我可以自由自在的做我要做的事情      

3.  這家店所賣的產品是最棒的店家之一      

4.  我想要花更多時間瞧一瞧這家店裡面的東西      

5.  這家店裡面有很多顧客      

 

6.  來到這家店裡可以讓我的注意力不用放在我不想面對的事

情上      

7.  當我在這家店裡面時，我不需要想到我生活中該負的責任      

8.  來到這家店可讓我暫時逃離緊湊的生活步調      

9.  這家店是人來人往的感覺很匆忙      

10.  在這家店裡我可以自己決定要做什麼事      

 

11.  我在這家店裡所做的事情都在我的控制之下      

12.  這家店裡面感覺很擁擠      

13.  這家店有很多新鮮的人事物      

14.  在這裡我可以什麼事情都不用想      

15.  我能應對這家店裡面發生的各種問題      

 

16.  這家店裡面有很特別的東西      

17.  這家店的周遭事物吸引我      

18.  這家店所賣的產品是高品質的      

19.  我能應對這家店中的挑戰      

20.  這家店裡面有很多我覺得很美麗的事物      

 

21.  這家店裡面的環境讓我有機會可以做我喜歡做的活動      

22.  這家店裡面具有迷人的事物      

23.  待在這裡可以使我忘卻現實生活中的壓力      

24.  這家店所賣的產品是很棒的      

 

25.  在這家店裡我會擔心自己的行為是否會打擾到他人      

26.  在我去店裡消費時沒有什麼人潮      

27.  在這家店裡我會擔心自己的行為在別人眼中是否適當      

28.  在這家店裡我必須隨時保持小心翼翼的心態      

29.  我感覺在這家店裡，我的行為會收到約束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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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請您就『跟您一起去該店家的人』，填寫以下問題，並勾選您同意的程度 

跟您一起去該店家的人=朋友、家人、情侶…等等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30. 跟我一起去的那群人對我很感興趣      

31. 跟我一起去的這群人好有幽默感      

32. 我對和我一起去的這群人感到很有興趣      

33. 我很關心跟我一起去的這群人      

34. 我覺得我和一起去的這群人相處融洽      

 

35. 我對和我一起去的這群人感到很合得來      

36. 我和跟我一起去的這群人關係很親密      

37. 和我一起去的這群人給我的感覺就是很溫暖      

38. 我和跟我一起去的這群人處得不錯      

39. 我喜歡和我一起去的這群人互動      

四. 請您就『當天與您互動的服務人員』，填寫以下問題，並勾選您同意的程度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40. 我和服務人員已建立融洽的關係      

41. 服務人員推薦最能夠解決問題的產品或服務給顧客      

42. 服務人員企圖找出那一種產品或服務對顧客最有幫助      

43. 我和服務人員是有友誼的      

44. 服務人員想要了解顧客的需求      

 

45. 服務人員把顧客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      

46. 服務人員和我似乎有很多話題可以聊      

47. 服務人員採用問題解決的方式來銷售產品或提供服務給顧客      

48. 服務人員很瞭解我      

 

49. 服務人員不斷的說服顧客去購買他所不需要的      

50. 服務人員在銷售時會扭曲事實      

51. 服務人員會將產品或服務描繪的很美好，即使並沒有這麼好      

52. 服務人員會推薦他想要賣的東西給顧客，而不是根據顧客的購後

滿意      

53. 服務人員想要盡其所能地賣東西給顧客，而沒有去滿足顧客的真

正需要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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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請您就『該店家中的其他顧客』，填寫以下問題，並勾選您同意的程度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54. 這家店中的其他顧客看起來很順眼      

55. 我感覺我與這家店中的其他顧客味道很合      

56. 在這家店中其他顧客的穿著是得體的      

57. 這個店家中的其他顧客和我很像      

58. 其他顧客對我很友善      

 

59. 我發現其他顧客的行為舉止是得體的      

60. 其他顧客的行為是讓人感到舒服的      

61. 我和在這家店中的其他顧客之間是相似的      

62. 這個店家中的其他顧客和我有類似的背景      

63. 我可以認同在這個店家中的其他顧客      

 

64. 在這家店中其他顧客看起來人很好      

65. 這家店中其他顧客的行為是合宜的      

66. 我喜歡這家店中其他顧客的外表      

六. 您那次消費時在店家中做些什麼活動?  
(請盡量填寫多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根據您那次消費時在店家中做的活動來回答以下問題，並勾選您的同意程度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67. 在這家店裡我做的事情和平常不太一樣      

68. 在這家店中我做了一些有趣的活動      

69. 當我在這家店裡，我可以全神貫注的進行我要做的活動      

70. 我在這家店裡會做一些在別的地方不會做的事      

71. 當我在這家店裡進行我的活動時，我可以很專心      

 

※請翻頁繼續作答※ 

 
19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七. 請您就『該店家中的實體環境』，填寫以下問題，並勾選您同意的程度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72. 我在這家店裡面可以很順暢的移動      

73. 這家店的外觀是吸引人的      

74. 這家店裡面的樓層安排是合宜的      

75. 這家店裡面有高品質的設備      

76. 這家店裡面的員工穿著乾淨整齊      

 

77. 這家店裡面播放的音樂很適當      

78. 這家店裡面的背景音樂是宜人的      

79. 這家店很衛生      

80. 這家店裡面的設備是有現代感的      

81. 這家店裡面的配色是恰到好處      

 

82. 這家店裡面是乾淨的      

83. 這家店裡面的電子設施很棒      

84. 這家店裡面的氣味是宜人的      

85. 這家店裡面的燈光讓我覺得舒適      

86. 我覺得這家店的內部設計在視覺上有吸引力      

八. 請問您最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下列情緒的頻率為何? 

 

一

點

也

不 

一

點

點 

中

度 

相

當

多 

非

常

多 

87. 活潑的      

88. 堅強的      

89. 興奮的      
90. 熱情的      
91. 對事物感興趣的      

 
92. 機警的      
93. 專注的      
94. 受啟發的      
95. 自豪的      
96. 有決心的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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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請您回想『您離開這家店後的感受』，並針對以下敘述勾選您的同意程度 

當我離開這家店後…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97.  我感覺在接下來的幾天內事情會很順暢      

98.  我覺得生活變得更有趣與更有挑戰性      

99.  我能有恆心地去做我正在進行的事務      

100. 我感覺舒服      

101. 我可以在處理接下來的事務時抱持著警覺心      

 

102. 我覺得我對這家店是忠誠的      

103. 即使是附上額外的代價我也會持續不斷的來這家店消費      

104. 我覺得我有耐心去處理接下來的事情      

105. 我對於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充滿幹勁且感到興奮      

106. 我會留心注意該做哪些事      

 

107. 我覺得我有持續和這家店維持關係的承諾      

108. 我可以達成接下來的生活目標      

109. 來這家店消費是個明智的決定      

110. 我可以用正面的態度去面對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111. 我將持續去這家店即使它的價格有點調漲      

 

112. 我會對其他人說有關這家店好的事情      

113. 我有能力去面對接下來的事務      

114. 我會把這家店推薦給其他人      

115. 我感覺放鬆      

116. 我可以集中注意力去做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117. 我清楚知道我接下來該做什麼事情      

118. 我可以掌握自己接下來的生活      

119. 我將推薦這家店給那些問我意見的人      

120. 我能夠很專注地處理接下來要做的事務      

121. 我對這家店的表現感到滿意      

122. 在不久之後，我願意再次光顧這間店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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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離開這家店後…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23. 來這家店消費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124. 我感覺匆忙      

125. 我感覺心浮氣躁      

126. 我會難以下定決心去做接下來的事情      

127. 我在接下來的生活中做事情時容易出錯      

128. 我在接下來幾天做事時是心不在焉的      

129. 我會難以做接下來要做的決策      

130. 我感覺接下來生活中的每件事都難以處理      

131. 我感覺心思混亂      

132. 我很難完成已經開始著手處理的事情      

133. 來這家店消費的經驗是讓人不悅的      

134. 如果再給我一次機會，我將會在別家店消費      

十. 請問您在日常生活中對人際互動的看法為何?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35. 我喜歡跟人群在一起      

136. 我把握機會與別人交際      
137. 我喜愛與他人一起工作，而非獨自工作      
138. 我覺得人比任何其它的事物更有趣      
139. 不能和別人互動會讓我感到不開心      

十一. 個人資料（個別內容絕對保密，請您放心填寫） 

11. 性別：□男性  □女性 

12. 年齡: □未滿 18歲 □18-20歲 □21-25歲 □26-30歲 □31-35歲  

      □36-40歲  □41-45歲 □46-50歲 □51歲以上 

13. 教育程度：□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14. 職業:□ 農林漁礦 □建築 □製造 □運輸、通訊、電力、天然氣、衛 生 服務 

      □批發    □零售  □金融、保險、房地產  □服務 (餐飲、休閒娛樂)   

      □自由業  □軍公教 □家管 □待業中  □學生 □其他_________(請填) 

15. 您的平均月所得： □未滿 5000元    □5000~10000元  □10001~20000元   

                 □20001~30000元  □30001~40000元 □40001~50000元  

                 □50001~60000元  □60001~70000元 □70001元以上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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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服務業恢復體驗量表問項 

恢復體驗子構面 問項 

內容迷戀 我想要花更多時間瞧一瞧這家店裡面的東西 

這家店裡面有很多我覺得很美麗的事物 

這家店有很多新鮮的人事物 

這家店裡面有很特別的東西 

這家店裡面具有迷人的事物 

我想要花更多時間瞧一瞧這家店裡面的東西 

暫時逃離 在這裡我比較不會去想我原本覺得很煩的事情 

來到這家店可讓我暫時逃離緊湊的生活步調 

來到這家店裡可以讓我的注意力不用放在我不想面對的事情上 

待在這裡可以使我忘卻現實生活中的壓力 

動機相容 這家店裡面的環境讓我有機會可以做我喜歡做的活動 

在這家店裡我可以自己決定要做什麼事 

在這家店裡我可以自由自在的做我要做的事情 

能力相容 我能應對這家店裡面發生的各種問題 

我能應對這家店中的挑戰 

我在這家店裡所做的事情都在我的控制之下 

活動新奇感 我在這家店裡會做一些在別的地方不會做的事 

在這家店中我做了一些有趣的活動 

在這家店裡我做的事情和平常不太一樣 

心流 當我在這家店裡，我可以全神貫注的進行我要做的活動 

當我在這家店裡進行我的活動時，我可以很專心 

註： 五點李克特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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