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在第二章文獻探討與假設確立之後，進而可以得到完整的研究架構，從圖

3-1 可以清楚瞭解。本研究乃是探討連鎖飲料業的合作關係，主要是藉由通路領

導行為、加盟總部競爭優勢、信任以及總部能力等四個變數，和整體滿意度、加

盟者績效、專屬資產、衝突與忠誠度等五個內生變數所組成，探討由外生變數和

內生變數、內生變數與內生變數之間的交叉關係，最後去探討加盟者與加盟總部

的衝突和忠誠度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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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研究架構圖 

 



第二節 各項變數的定義 

根據前一章的文獻探討，再把各變數定義作一簡單摘要如下： 

一、外生變數（Exogenous Variables） 

1. 參與性領導：加盟總部會和加盟者商量，作決策時會把加盟者建議納入考

量。 

2. 支援性領導：加盟總部會在乎加盟者的需求、關心其福利，並且希望工作環

境是友善愉快的。 

3. 指導性領導：加盟總部會組織、安排好一切，並會督導、指派與工作，最後

則是建立完善的溝通系統與評估團隊績效。 

4. 加盟總部競爭優勢：例如加盟總部的品牌名聲、規模經濟與策略的有效執

行，使得加盟者比其他業者具有優勢。 

5. 信任：雙方契約簽立之後，加盟者對於加盟總部的行為認知而言，是否總部

會如契約所述而達到應有的承諾。 

6. 總部取代能力：加盟總部在資源、服務、財務上是否有能力經營目前加盟者

所在的商圈。 

二、內生變數（Endogenous Variables） 

1. 整體滿意度：加盟者與加盟總部經過合作的關係，進而對加盟總部產生的愉

悅情感。 

2. 加盟者績效：相較於其他體系，加盟者自身的業績、成長率與服務品質的評

估。 

3. 專屬資產：加盟者與加盟總部的合作經過時間更迭，加盟者不論在有形或無

形的專屬資產上，都會對加盟總部有所投入，例如：機器設備、公司績效考

核…等等。 

4. 衝突：加盟者與加盟總部意見不和的情形產生，例如：利潤分攤、總部協助、

商圈規劃…等等。 

5. 忠誠度：加盟者對於加盟總部有一情感或行為的承諾，導致加盟者表達願意



和加盟總部繼續合作的意願。 

 

 

 

 

 

 

 

 

 

 

 

 

 

 

 

 

 

 

 

 

 

 

 

 

 



第三節 研究假設 

本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台灣一般市售的連鎖飲料店，利用問卷發放的過程，

之後利用統計軟體來驗證第二章的所有假設，而以下則是整理本研究各項假設與

預測正負相關之圖表。如【表 3-1】研究假設表所示： 

研究假設 相關係數 預測相關 

H1：加盟總部之參與性領導對加盟者整體滿意度之關係 γ1 ＋ 

H2：加盟總部之支援性領導對加盟者整體滿意度之關係 γ2 ＋ 

H3：加盟總部之指導性領導對加盟者整體滿意度之關係 γ3 ＋ 

H4：加盟總部之競爭優勢對加盟者整體滿意度之關係 γ4 ＋ 

H5：加盟總部之競爭優勢對加盟者績效之關係 γ5 ＋ 

H7：信任與整體滿意度之關係 γ6 ＋ 

H8：信任與專屬資產之關係 γ7 ＋ 

H12：信任與衝突之關係 γ8 － 

H17：加盟總部取代能力與整體滿意度之關係 γ9 ＋ 

H18：加盟總部取代能力與衝突之關係 γ10 － 

H19：加盟總部取代能力與忠誠度之關係 γ11 ＋ 

H6：整體滿意度與加盟者績效之關係 β1 ＋ 

H9：整體滿意度與專屬資產之關係 β2 ＋ 

H10：整體滿意度與衝突之關係 β3 － 

H11：加盟者績效與衝突之關係 β4 － 

H13：整體滿意度與忠誠度之關係 β5 ＋ 

H14：加盟者績效與忠誠度之關係 β6 ＋ 

H15：衝突與忠誠度之關係 β7 － 

H16：專屬資產與忠誠度之關係 β8 ＋ 



第四節 抽樣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欲探討連鎖飲料店之合作關係，因此研究的對象為連鎖飲料店的老

闆為主要對象，而且也要事先確認店家是否為加盟店，為了達到問卷設計的正確

性，樣本絕對不可以是員工、店長以及自營店、直營店等來填寫問卷。因此，在

拜訪店家的時候，一定會確認是否為老闆本人和加盟店，才會開始填寫問卷，也

才能算是有效問卷。 

 

二、抽樣方法 

本研究的抽樣方式乃是採用便利抽樣，由人員親自上門一一拜訪店家，主

要的發放區域為大台北地區，包括所有台北市的行政區以及新店、中和、永和、

板橋、新莊、淡水、三重、蘆洲...等地區。有的連鎖店（50 嵐＆清心福全）由

於制度規定不得接受訪問，於是本人親自洽談過後，可惜仍然接到無法配合之答

案，不過由於這兩家連鎖店在北部地區的市佔率相當高，因此仍然是會到那些店

家訪問。問卷的發放到回收期間為 2008/3/26 到 2008/4/28。 

 

 

 

 

 

 

 

 

 

 

 



第五節 問卷設計 

本研究之問卷選項是以過去的理論文獻做為基礎，而後依本研究的對象是

連鎖飲料店，而因此有所修正，以符合本研究要旨。其中唯有加盟總部能力之問

卷選項由於是額外設計之外生變數，所以其選項也是另外設計出來，本問卷共分

十二個部份進行，其內容如下： 

第一部份，為加盟者的基本資料，包括加盟體系名稱、性別、年齡、學歷

以及合作時間…等等。 

 

第二部份，為加盟總部的競爭優勢，以 Chiou、Hsieh and Yang（2004）中

所提到的競爭優勢，例如：存貨協助、執行效率、品牌、轉換成本…等等。這部

份共五題，以李克特（Likert）量表分成五個等級：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普通、

同意、非常同意。 

1. 目前透過加盟總部來採購，比其他加盟體系節省不少時間 
2. 目前透過加盟總部採購，比其他加盟體系節省不少費用 
3. 加入目前的加盟體系，可以減少自己摸索的時間 
4. 如果不在此加盟體系，我的顧客仍然會上門 
5. 許多顧客是因為加盟體系的品牌而來購買的 
6. 此加盟體系在市場上相當有競爭力 

 

第三部份，為加盟總部的三種領導行為，根據 Schul、Pride and Little（1983）

中所定義的三種領導行為：參與性領導、支援性領導與指導性領導。此部份有九

題，每個領導行為各有三題，衡量尺度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普通、同意、非

常同意。 

1. 在加盟體系的運作中，貴店對於加盟總部的策略和準則的決定有一定的影響力

2. 即使貴店有好的想法，但是通常不會被加盟總部納入加盟體系的管理之中 
3. 貴店不被允許提供對於產品的規格和促銷方針的想法或意見 
 
4. 對於貴店而言，明顯地缺乏加盟總部的幫助、指導和回饋 
5. 除了當貴店必須再繳交權利金或其他費用以外，一旦加盟總部售予貴店加盟權

之後，他們就會開始不在乎貴店 



6. 加盟總部相當重視貴店和其他分店的福利 
 
7. 對於如何管理自身的加盟體系，貴店充分地接受指導方針和加盟總部的指導 
8. 貴店和加盟總部雙方的權利以及義務都有詳細說明於契約中 
9. 貴店被鼓勵去使用一致的標準程序 

 

第四部份，為有關加盟者對加盟總部的信任關係，是以 Ernst and Bleeke

（1993）；Garbarino and Johnson（1999）；Morgan and Hunt（1994）等中對於信

任程度認知的五種構面。部份共有五題，衡量尺度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普通、

同意、非常同意。 

1. 我相信加盟總部會依照契約內容行事 
2. 加盟總部所提供的資訊是值得信賴的 
3. 加盟總部所收取的費用是合理的 
4. 當加盟總部進行重大決策時，會顧及貴店的利益 
5. 加盟總部確實遵守契約上的責任和承諾 

 

第五部份，為有關加盟者對於加盟總部的整體滿意度之認知，從 Oliver

（1980）中對於滿意度的決策模型中所擷取出來。此部份共有三題，衡量尺度為

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1. 我很高興選擇這家加盟體系 
2. 我相信我的選擇是正確的 
3. 整體而言，雙方的合作關係令貴店感到滿意 

 

第六部份，為有關加盟主對於加盟總部之忠誠度的認知，從 Selin, Howard, 

Udd and Cable（1988）；Muncy（1983）中所擷取出來。此部份共有四題，衡量

尺度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1. 我很樂意跟他人提及加盟總部 
2. 未來如果還有其他合作機會，我非常願意再與目前的加盟總部合作 
3. 即使可以加入其他的加盟體系業者，我仍然堅持或優先考慮與目前的加盟總部

合作 
4. 我認為我是此加盟系統的忠誠加盟店 



第七部份，為有關加盟者之績效的評估，乃是參考 Anderson（1990）所擷

取出來，Anderson 認為聯盟的效果或是價值難以量化，所以針對業績、成長率

和加盟店對顧客服務作認知的考量。此部份有六題，衡量尺度為表現欠佳、表現

平平、表現尚可、表現良好、表現優良。 

1. 貴店的業績相較於同業的表現是 
2. 貴店的成長率相較於同業的表現是 
3. 貴店的產品相較於同業的表現是 
4. 貴店的服務水平相較於同業的表現是 
5. 貴店的服務品質相較於同業的表現是 
6. 貴店的服務價值相較於同業的表現是 

 

第八部份，為有關加盟者對於加盟總部所投入的專屬資產，乃是參考邱志

聖（2006）策略行銷分析一書中對於專屬資產的分類，而根據飲料店的特性，從

有形的裝潢成本、儀器設備、飲料製作方法到無形的總部人員溝通與考核。這部

份總共有七題，衡量尺度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1. 如果我轉換到其他加盟體系，我必須花很多成本去重新裝潢我的店面 
2. 如果我轉換到其他加盟體系，我必須花很多成本去添購新的儀器設備 
3. 如果我轉換到其他加盟體系，我必須花很多時間去重新學習新的飲料製作方法

4. 如果我轉換到其他加盟體系，我必須重新花很多時間跟新的總部人員溝通和協

商 
5. 如果我轉換到其他加盟體系，我必須花很多時間去適應新體系的公司文化和公

司營運制度以及相關產品線 
6. 如果我轉換到其他加盟體系，我就必須重新面對總部對本店的相關考績和考核

7. 其他的加盟體系可能不適合我，因為我相信這樣的加盟模式是適合我的 

 

 

 

 

 

 



第十一部份，為加盟者與加盟總部之衝突關係的認知。一開始的參考依據

乃是 Schul et al.（1983）中對於衝突的相關事項，不過由於該作者所分析的產業

與本研究不同，所以在應用本研究時，有作修改以及新增其他的部份。此部份總

共有十六題，衡量尺度為無衝突、很少衝突、中度衝突、高衝突。 

1. 利潤分攤 
2. 權利金多寡 
3. 教育訓練之水準 
4. 總部原物料進貨成本 
5. 對於加盟系統（包含別家加盟店）品質之監督與維護 

 
6. 貴店與別家加盟店商圈的劃分 
7. 促銷費用分攤 
8. 加盟總部的行政協助 
9. 加盟總部的服務協助 
10. 加盟總部的財務協助 

 
11. 原物料配送速度 
12. 加盟總部對於原料進貨之標準化要求 
13. 加盟總部對於生產作業流程之標準化要求 
14. 加盟總部對於服務流程之標準化要求 
15. 加盟總部對於廣告內容之標準化要求 
16. 加盟總部對於店面設計與擺設之標準化要求 

 

第十二部份，為有關加盟者對於加盟總部的能力的瞭解，由於這個變數乃

是本研究中所自行加入的外生變數，所以選項主要是從加盟總部的資源、服務與

財務等三項能力作為判斷標準。此部份總共有三題，衡量尺度為非常不同意、不

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1. 您認為加盟總部有足夠的資源能力自己來經營此商圈 
2. 您認為加盟總部有足夠的服務能力自己來經營此商圈 
3. 您認為加盟總部有足夠的財務能力自己來經營此商圈 

 

 

 



 

問卷部份 衡量變數 題數 

第一部份 人口統計變數資料 6 

第二部份 競爭優勢 6 

第三部份 領導行為 9 

第四部份 信任 5 

第五部份 整體滿意度 3 

第六部份 忠誠度 4 

第七部份 績效 6 

第八部份 專屬資產 7 

第十一部份 衝突 16 

第十二部份 總部取代能力 3 

【表 3-2】問卷設計 

 

 

 

 

 

 

 

 

 

 

 



第六節 資料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 SPSS14.0 以及 LISREL 8.3 版作為統計分析工具。利用的統計方

法包括敘述性統計（Descriptive Analysis）、信度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相

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以及路徑分析（Path Analysis）。 

 

一、信度分析 

問卷的信度乃是去衡量各個構面的結果是否具有可信度，亦即代表抽樣與

測量工具的可靠度，最常使用的衡量指標是 Cronbach α，作為研究的信度指標。

Nunnally(1978)認為係數應該大於 0.7，否則應該拒絕使用；同時 Robert and 

Wortzel（1979）也認為 Cronbach α 的值若介於 0.7～0.98 之間，代表各個衡量指

標具有高信度值，反之若 α＜0.35 表示問卷的結果不具信度；若 0.35＜α＜0.7，

則表示問卷的結果具有中信度。而實務分析上，只要α≧0.6，即可接受此份問

卷的信度。 

二、路徑分析 

在第二章文獻探討中，一併推導了本研究的 19 個假設，進而推論出研究架

構，研究架構中的各變數之間都有著因果或相互的關係存在。因此，使用路徑分

析來探討外生變數與內生變數、內生變數與內生變數之間的所有關係。分析的方

法乃是第一步先利用相關分析找出各個變數之間的相關係數矩陣，接著就可以進

行路徑分析。利用路徑係數和 t 值來檢定各變數之間的關係是否顯著，最後則可

以再進行研究架構的推論。 

適配值 GFI（Goodness of Fit Index）可以用來檢定模型架構的適配程度，根

據 Hair, Anderson, Tatham and Black（1995）指出，如果 GFI、AGFI 建議標準值

在 0.9 以上，代表此模型各變數之間的關係有良好的解釋能力，也就是有良好的

適配程度；而 NFI、NNFI、CFI 的建議標準值亦應在 0.9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