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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DSL寬頻上網服務在最近五、六年以來，不斷的向上成長，由於

技術不斷的創新及新的ISP業者陸續加入，新舊業者為競爭市場而推

出的行銷手法五花八門，不斷的推陳出新且費率持續下降，市場形態

可說是瞬息萬變。面對這一激烈競爭的市場，如何保有舊有客戶及吸

引新客戶以擴大在市場上的占有率，是每一個ADSL網服務業者必需面

對的首要課題；因此，企業開始專注於建立長期與有利可圖的顧客關

係，以創造出忠誠的顧客，並維持顧客的忠誠。 

要使這產業能永續發展，除「技術要領先人家」、「價格比人家合

理」、「效率人人家高」外，另一項重要關鍵將在於「服務品質的好壞」

（陳堯，1996）。另(Collier，1990)指出，良好的服務品質將使公司

獲得競爭上的優勢。(蔡明田，1994)指出電信業的成敗，完全繫於其

能否符合市場上需要與優於同業高品質的產品及服務。(蘇雲華，1996)

認為品質是由顧客實際感受來認定，服務的品質是顧客接受服務後，

是否再次購買服務的整體態度，亦是在搶佔市場最有力的武器，而且

也是確保公司永續生存與發展的唯一途徑。消費者在其購買決策過程

中，尤其重視產品與服務品質及其價值;因此，產品與服務品質、顧

客滿意度及業者獲利其三者有密不可分的關連性。(Kotler,1998)。

本研究以中華電信公司ADSL顧客為研究範圍，瞭解中華電信ADSL所提



供的產品、服務及價格，是否真正符合顧客的需求，進而找出顧客選

擇中華電信ADSL服務之忠誠度的要素。 

在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不同的顧客群對於服務要素重視程度的

確有明顯差異，隨著科技進步，人們對通訊品質要求越高，中華電信

必須不斷提升網路連線品質，讓顧客可以在更短時間內，更有效率找

到所需資訊，以提升顧客滿意度與忠誠度。 

隨著資訊科技進步，顧客需求呈現更多樣化，對於中華電信業者

所提供各項品質，顧客可能無法完全掌握，此時客服人員的角色顯然

變得格外的重要，必須針對顧客問題，能夠快速與正確回覆使顧客滿

意，因此中華電信業者需要更加注重客服人員的專業與技術能力方

面，定期給予員工教育訓練，讓顧客對中華電信 ADSL 的員工產生信

任感，並且能夠提高顧客滿意度與忠誠度。 

服務品質、顧客滿意度、未來互動意願與信任是牽動顧客行為，

若想要維持與顧客長期穩固關係，取得顧客的信任是企業成功不法二

門。中華電信 ADSL 若想要與顧客維持長久關係，需要增強公司整體

服務品質，讓顧客對於中華電信 ADSL 所提供各項產品/服務產生信賴

與依賴感，盡而提升顧客滿意度與忠誠度。而取得顧客信任首要目標

是提升服務品質，對於顧客資料能夠完全保密，並且能夠以顧客利益

為優先考量。 



關鍵字:產品品質、服務品質、價格、滿意度、忠誠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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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由於ADSL寬頻技術、資訊技術及網際網路技術不斷的進步創新，

使ADSL寬頻範圍擴大，且速度加快，但技術的不斷創新及新的經營者

陸續加入，新舊業者為競逐市場行銷手法推陳出新且費率持續下降，

更有提供優惠條件，市場形貌可說是瞬息萬變。面對此競爭的市場，

如何保有舊有客戶及吸引新客戶以擴大市場占有率，是每一個ADSL

寬頻上網服務業者必需面對的首要問題。尤其是對舊有顧客使用服務

口碑、是否繼續使用服務、對服務價格的敏感度，以及遇到問題的抱

怨態度等，除此之外，進一步深入瞭解如顧客可接受的服務品質水

準、顧客對服務所呈現價值的評估、顧客使用服務所必須付出的金

錢、時間，及顧客的滿意度等影響「顧客行為」的因素，更是業者掌

握正確經營方向與擬訂提升服務品質、創新服務價值及提升滿意度等

有效營運策略的重要依據。 

 

 

 

 

 



 

根據經濟部所進行調查資料顯示： 

（一）我國有線寬頻網路用戶達 428 萬戶，其中 ADSL 用戶數佔 90％  

調查資料顯示，截至 2006年 6 月底止，我國有線寬頻網路用戶數 
[註

1]
 達 428 萬戶，較上一季增加約 7萬戶，成長率達 2%（圖 1.1）： 

 

 

 

 

 

 

 

 

 

 

 



圖 1.1：2006 寬頻網路用戶類型個別分析成長情況 

 

 

(二) 上網人口數  

截至 2005 年我國上網人口
 [註 1] 

達 1,320 萬（上網人口普及率
 [註 2] 

達

58%），而經常上網的網路使用者
 [註 3] 

達 959 萬人（圖 1.2）: 

 

 

 

 

 

圖 1.2：歷年我國上網人口成長情況 



 

 

(三) 寛頻網路 

根據經濟部的「我國網際網路用戶調查」，2005 年第四季我國使用寬

頻上網的企業或家庭用戶數達約 413 萬戶，其中 ADSL 用戶數佔了九

成（367 萬戶），居我國各項寬頻連網技術之冠(圖 1.3): 

 

 

 



圖 1.3：歷年我國寬頻用戶成長情況 

 

 

（四) 家庭上網 

根據經濟部的「我國家庭寬頻、行動與無線應用現況與需求調查」顯

示，2005年我國家庭電腦普及率達 76%，家庭連網普及率達 67%，較

去年增加 6 個百分點，成長率達 10%。而家庭寬頻上網普及率大幅成

長，由 2004 年的 47％成長至 2005年的 59％（平均每 10 個家庭就有

6 個家庭使用寬頻上網），總共增加了 12 個百分點(圖 1.4): 



 

圖 1.4：歷年我國家庭連網成長情況 

 

(五) 企業上網 

根據經濟部技術處「我國企業連網及應用調查」，2005 年我國整體

產業連網普及率達到 83%，其中寬頻連網之滲透率達到 96％，而各項

資訊應用指標表現大致持續穩定成長，特別在無線區域網路、光纖連

網等指標成長顯著(圖 1.5): 



 

圖 1.5：歷年我國企業連網成長情況 

截至 2005 年 10 月初為止，台閩地區擁有電腦的家戶已超過 550

萬戶，也有接近 500 萬戶的連網家庭；其中有五成九為寬頻連網，家

庭的寬頻滲透率為接近 88％，戶數約為 426 萬戶，大多數的連網方

式都是 ADSL，有超過八成的比例。此外，與從前相較台閩地區的數

位落差有縮減趨勢，無論是在電腦普及率以及連網率，偏遠地區皆有

改善效益出現。而在網路使用行為方面，網路電話以及線上購物越來

越受到大眾歡迎，今年有顯著成長。 

我國家戶連網普及率在近幾年來，一直呈現穩定的成長狀態，而

網路使用人口亦呈現穩定增加的態勢。而這將促使網際網路使用者對



於網路應用有更多的需求，此對我國網際網路應用的深度與廣度，具

有相當大的推進力量。調查資料顯示，截至 2006 年 6 月底止，我國

有線寬頻網路用戶數 
[註 1]

 達 428 萬戶，較上一季增加約 7 萬戶，成

長率達 2%。ADSL穩居各項寬頻技術之冠，其用戶數自 2001 年開始遙

遙領先，到 2006 年第二季ADSL用戶數佔整體寬頻用戶的 90%。截至

2006 年 6 月底，我國ADSL的用戶數達 384 萬戶，與上一季相較，僅

增加 6萬用戶數，成長率達 2%，成長日趨緩慢。以連網地點來區分，

ADSL用戶中，家庭用戶佔 91%，企業用戶佔 9%。 

    根據中華電信2005年 10月的寬頻數據通信網路普及情形統計表

資料顯示，在全區總村里數 7810，就已覆蓋 99.01％，也就是是每一

村里只要有一路中華電信ADSL線路到達該村里，即可列為寬頻服務提

供之區域。 

因此，在企業e化和家庭寬頻上網的雙重需求刺激下，高頻寬時

代已經來臨，如何獲取顧客高度的滿意及信任，並與顧客建立長期的

關係，以提高顧客的忠誠度是一件重大的課題，由上敘的資料表顯

示，中華電信ADSL線路覆蓋率達 99.01％，所以本研究選擇中華電信

ADSL業者，在寬頻網路服務的競爭上，能不能拓展及鞏固市場，對中

華電信而言是一大挑戰，因此引發本研究之動機。 



表 1.1：中華電信寬頻數據通信網路普及情形統計表 

註 1：本調查所指的有線寬頻用戶為透過 ADSL、有線電視纜線數據機寬頻上網

(Cable Modem)、固接專線或光纖連網之用戶。 

註 2：「上網人口普及率」為曾經使用網路之人口數佔整體人口數比率。2002年

之前調查對象為 15 歲以上之人口，2003 之後調查對象調整為 0歲以上之人口。 

註 3：「經常上網人口」為每季末於網際網路服務業者處有登錄網路帳號且仍在

使用中之用戶。 

 

1.2 研究目的 

近年來由於電信自由化，使得網際網路服務公司數目成長迅速，

中華電信面臨強大的競爭壓力，如何在激烈的市場脫穎而出，唯有提

供顧客良好的服務與品質、合理化的價格以符合顧客的需求，進而提

高顧客滿意度和忠誠度。本研究希望藉由對消費者問卷調查，來分析

當前影響網路用戶選擇中華電信ADSL寬頻的主要因素，分析在此市場

中，消費者的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職業及每月可支配所得等人口

統計變數，連線上下行速率、每月使用費用等使用情形變數是否對網

中華電信公司寬頻數據通信網路普及情形統計表 
The coverage rate of broadband services of Chunghwa Telecom Co.Ltd 

只要有一路 ADSL 線路到達該村里，即可列為寬頻服務提供之區域 
A village is regarded as a broadband-served area,if there is at least a ADSL Subscription in 

the community/village 

一般村里數 偏遠村里數 全區總村里數 
Total villages Number of the ordinary 

villages 

Number of the remote villages 

覆蓋率 
Coverage rate

718 682 

已達 
Served 

未達 
Not Served 

已達 
Served 

未達 
Not Served 

7810 

7116 12 617 65 

比率 
Percentage 

99.83％ 0.17％ 90.47％ 9.53％ 

99.01％ 



際網路用戶選擇中華電信ADSL寬頻上網服務之「服務品質」、「忠誠

度」、「滿意度」、「產品品質」、「價格」等構面之影響。  

本研究欲達到下列的研究目的： 

1、探討顧客對中華電信所提供的產品、服務品質及價格是否會影響

滿意度與忠誠度。 

2、探討現有的中華電信 ADSL 使用者所重視的是產品、服務品質或是

價格，並提供衡量的構面，做為中華電信調整之參考。 

3、探討使用者對中華電信 ADSL 忠誠度之影響因素。 

4、經由本研究使用者對於中華電信 ADSL 忠誠度之影響因素的分析結

果與建議，期望能提供該公司做為提升產品、服務與調整經營策

略時的參考。 

 

1.3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以中華電信公司ADSL個人用戶為探討範圍，不包含企業用

戶，亦不包括其他撥接上網、Cable Modem等用戶，因限於時間、人

力及財力等因素，故選擇中彰地區，研究區域為彰化市及台中市為

限。以此區域之客戶為研究對象，分析「服務品質」、「產品品質」、

「滿意度」、「價格」與忠誠度之關係。 

 

 



 

 

 

1.4 研究步驟  

  本研究首先建立研究目的，然後進行相關文獻的收集與探討，在

文獻探討之後建立本研究的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然後進行問卷的前

測、發放與回收，問卷回收後進行相關資料的整理與分析，接著根據

資料分析結果作出本研究的結論與建議。研究流程如圖1.6所示： 

 

 

 

 

 

 

確立究動機與目的 

↓ 

理論與相關文獻探討

↓ 

建立研究模式 

↓ 

問巻設計與調查 

↓ 



資料蒐集 

↓ 

資料分析與發現 

↓ 

結論與建議 

 

 

圖 1.6：研究步驟 

第二章 ADSL 現況 

2.1 何謂 ADSL? 

ADSL的全名為"A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中文譯為「非

對稱數位用戶迴路」，它是一種利用傳統電話線來提供高速網際網路

上網服務。讓使用者真正享受到ADSL所帶來的飆網速度。此外ADSL

使用「聲音」與「資料」分離技術，同樣使用一條電話線，打電話還

可以同時上網路。ADSL上網也不再像以前的modem撥接需另外付一筆

可觀的市內電話費。讓上網更無經濟負擔，輕鬆遨遊Internet。如圖

2-1 為ADSL 寬頻上網架構圖： 

 



 
 

圖2.1：ADSL 寬頻上網架構圖 

資料來源：中華電信 Hinet 網站 

2.2 ADSL 現況 

2.2.1 家戶連網方式 

就連網方式來看，我國連網家戶以「ADSL」為主要的連網方式，每百

戶連網家戶中，有 80.3 戶是使用 ADSL；其次依序為付費電話撥接

（6.2%）、Cable Modem（5.8%），而其餘連網方式皆不滿 1%(圖 2.2)。

由此顯示，我國家戶連網方式仍以 ADSL 為主流。 

另外，在家戶調查中，網際網路服務提供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ISP）的市占率以中華電信 Hinet 七成六的比例一家獨大，

其次依序為 Seednet（2.7%）、台灣固網（2.3%）、各地區有線電視



業者所提供的「Cable Modem」服務（2.3%）、東森（1.7%）、亞太

線上（1.5%）、So-net（1.1%）及其餘業者，瓜分不到二成五的市占

率。 

 

圖 2.2 家戶連網方式 

2.2.2 家戶寬頻普及率 

臺閩地區有 62.4%的家戶使用寬頻[註 3]連網，推估我國有近 456 萬

戶家戶使用寬頻連網。與 2005 年的數據比較，年成長率達 6.7%。若

以地區別來看，台北市（75.9%）、北部地區（66.4%）及高雄市（63.3%）

為家戶連網普及率最高的地區；相對的，東部地區（46.8%）及金馬

地區（51.3%）為家戶連網普及率較低的地區。與 2005年的數據相較，



僅以中部地區（12.6%）、高雄市（13.2%）及台北市（11.1%）呈現

較高的年成長率外，而其餘區域僅呈現微幅的成長（圖 2.3）。 

 

 

 

圖 2.3 家戶寬頻普及率 

註 3：所謂的寬頻用戶是包含 ADSL、Cable Modem、固接專線及光纖

上網等連網方式。 

 

2.3 ADSL 各家業者簡介 

2.3.1 速博 sparq： 

速博 sparq (新世紀資通股份有限公司)，為遠東集團所主導的固網

電信業者，結合了國際最優質的電信公司－新加坡電信，以及國內第



一流的企業集團組成。「連結速博，掌握全球」，速博 sparq 以打造無

所不在的資通生活為已任，期許帶給企業最完整的電信資通解決方

案 ; 2000 年 3 月取得國內固定通信綜合網路業務經營權許可，2000

年 6 月公司正式成立，目前已發展包括語音、數據、寬頻暨多媒體等

超過 40 項電信產品，提供顧客資訊與通訊整合的電信專業服務。 

 

 

 

圖 2.4 速博 sparq 網站首頁 

資料來源：http://www.sparq.com.tw/ 

2.3.2 中華電信 

中華電信數據通信分公司為配合國家資訊基礎建設，滿足工商企業、



政府機構及社會大眾上網服務需求，於民國八十三年三月三十一日完

成網際資訊網路(HiNet)建設；經過一年試用，於八十四年四月一日

起正式營運。 

HiNet 商用之初，租用客戶僅一千餘人，營運後，因獲大眾肯定，客

戶數持續成長，始終為國內最大之 ISP，服務客戶數遙遙領先其他

ISP，相繼於八十八年四月、八十九年十一月突破 100 萬、200 萬客

戶數；至今年更因全力推動 ADSL 寬頻上網，HiNet 客戶數甫於九十

二年十月份突破 353 萬戶，HiNet ADSL 寬頻客戶亦突破 182 萬戶。 

 

圖 2.5  中華電信網站首頁 

資料來源：http://www.hinet.net/ 



 

 

 

2.3.3 So-net： 

日本 Sony 集團網際網路事業核心 So-net，於 1996 年在日本正式成

立，提供 ISP 與 ICP 服務，至今已成為日本主要 ISP 之一。2001年 8

月在台灣成立台灣索尼通訊網路股份有限公司（So-net Taiwan）。  

 

 

圖 2.6  So-net 網站首頁 

資料來源：http://www.so-net.net.tw/ 



 

 

 

2.3.4 亞太寬頻： 

在總經理王令台先生的帶領下，以有線電視系統整合、多媒體互動內

容及寬頻上網等多項優勢，通過交通部電信總局"固定通信網路業務

經營許可執照"審核。 亞太固網寬頻是由力霸企業集團負責籌組，結

合台灣鐵路管理局與國內外三十多家製造業者、金融機構、專業創投

公司及知名企業集團，於 2000 年 5 月共同成立，為國內首家完成公

司設立並取得第一張營運特許執照之民營固網業者。  

亞太固網寬頻於 2001 年 3 月率先開台營運，以寬頻固網為發展基礎，

積極開拓寬頻服務領域。亞太固網寬頻除入主國內屬一屬二的網際網

路服務公司-亞太線上(APOL)外，同時投資成立子公司-亞太行動寬頻

電信(APBW)。 



 

圖 2.7  亞太固網網站首頁 

資料來源：http://www.apbt.com.tw/chinese/index.htm 

 

2.3.5 Seednet： 

Seednet 以卓越的網路專業技術及 IT 服務贏得客戶的信任，2001 年

並獲得行政院研考會「政府服務入口網站」的委託建置案，此計劃協

助政府進行 1500 個機關的網路便民化措施，使各政府機關的網路申

辦作業採用入口網站單一簽入機制，讓政府 e化便民服務大舉跨前一

步。 

在對企業服務方面，Seednet 提供了電子報發報平台、電子交易市集、

網路交易平台、網路安全管理等多種技術搭配的整合型專案服務，滿

足企業 e化的需要。尤其對於網路安全，Seednet 除了提供防火牆、



病毒防治等服務，更有網路入侵監測防範系統，及各式監控流程，以

保障企業之系統安全。 

 

 

 

圖 2.8  seednet 網站首頁 

資料來源：http://www.seed.net.tw/ 

 

 

 

 

 



第三章文獻探討 

此章節主要在探討產品品質、服務品質、顧客滿意度、價格、顧

客忠誠度等與本研究有關的一些文獻，以幫助假說的形成與推論。 

 

3.1 產品品質 

產品品質的定義與特性: 

知覺品質發生在比較的情況下，一個產品在消費者的心目中是高

品質或是低品質,往往是透過比較而來的。在消費者心目中，對該產

品的知覺品質，取決於替代產品的優越性。因此，知覺品質是一種相

對的概念的，而且是透過消費者而不是廠商來評比的。 

Aaker(1996)認為，知覺品質之所以異於「實際品質」原因如下。 

(1) 消費者先前的印象影響其對品質的判斷： 

消費者會先受到先前粗劣品質印象得影響，而不去相信有關該產

品的新訴求，也不願意花時間去確認產品的品質是否真的改善。 

(2) 廠商對消費者對各品質構面重要性認知不同： 

廠商可能認為某一品質構面是最重要的，而在生產和促銷上強調

該品質構面的優越性，但有對消費者而言，他們重視的可能是廠

商忽略的其他品質構面。 

(3) 消費者獲得的訊息不完整： 



消費者很少能得到所有必要的資訊來對產品進行理想與客觀得評

價。即使資訊充分，也可能缺乏時間和動機來做進一步的判斷。

最後，消費者只能選擇性地找出他們認為最重要的數個資訊來對

品質作推斷。 

Deming(1991)認為品質之定義:是由客戶的觀點來看，指任何能增加

客戶滿意度之事務：（１）品質不等於偏好(preference)；偏好某一

種產品，並不意味著其品質比較好。（２）品質不同於新的技術

(technology):新技術能對產品造成革命影響，然而，新技術的使用，

並不代表品質的增加。（３）品質不是過度設計(overdesign)：一個

良好品質的產品，並不是指不惜成本已達到完美無缺的設計程度。

（４）品質水準可藉由一致性而增加，雖然產品規格會因生產或服務

時間、地點不同而有變異，卻可藉由長期性且一致性地維持品質於可

接受之範圍，達成提升水準之目標。 

 

 

 

 

 

 

 

 



3.2 服務品質 

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1985）【以下簡稱PZB】 

為服務品質應包含購買前的期望、過程品質、結果品質。因此，將服

務品質定義為顧客對於某特定業者所提供服務的實際感受與顧客對

於該類服務期望間的落差。 

學者們對服務品質的共同看法為服務品質是一種認知，而非客觀品

質，亦即服務品質是顧客主觀上的反應，並不能以事務之性質與特性

予以量化衡量。品質的評估通常是發生在相對及比較的基礎上，是消

費者心目中替代性服務的比較對象，當然也是消費者消費前的認知期

望。雖然PZB (1994a)進一步提出將期望服務分為希望服務(desired 

service)與適當服務(adequate service)二種不同的水準，但原則上

仍以「期望服務」與「認知服務」間之關係來評量服務品質，這個論

點長期以來仍廣受實務界接受與應用(Mels, Boshoff and Nel, 1997 ; 

PZB,1994b)。因此，可獲知服務品質係由消費者之期望與參與服務過

程結果之認知所形成，這是目前最簡單且廣為學者所接受的服務品質

之形成架構 (PZB, 1994b)，此表示消費者是以「期望服務」與「認

知服務」間之關係來判斷所接受的服務品質。 

綜合上述論點，服務品質包含了期望服務與認知服務兩大部分。消費

者對服務品質的滿意程度是來自顧客事先期望的服務品質水準與實



際感受公司所提供的服務品質水準差異的結果。 

 

3.3 價格 

一、知覺價格之定義： 

價格是指消費者為了獲取產品所必須支付的金額。在經濟學中價

格通常被視為消費者為了取得某些商品或服務所必須放棄的貨

幣數量 ; 但對於一般大眾而言，通常難以精確的記住產品的實

際價格，而是將其所視之實際價格轉化為「便宜-低價」或「昂

貴-高價」此種容易停留於記憶中的感受即是知覺價格。整體而

言，知覺價格結合了產品實際定價之客觀價格，與包括時間成

本、搜尋成本及精神成本之非貨幣價格。 

二、價格之觀點： 

在傳統的經濟理論中認為價格為資源分配之指引，以達社會福利

最大化，根據經濟理論之價格—需求負向關係，當產品同質時消

費者會選擇以最低價購買產品;另外消費者認為較高的價格表示

投入較昂貴之生產要素，因此產品品質較優點。因此一般經濟理

論認為價格在消費者的決策過程中，扮演著分配資源與傳達產品

訊悉兩種功能。 

在行銷觀點上認為消費者將價格視為對產品方案的限制，因為消



費 

者會慎動的考量購買某產品對其以算是否有動大影響、對其購買

決策是否形成重大限制;價格在消費者評估產品方案時，消費者

的財富會因其取得產品所付出的價格而減少，且他們認為價格可

以傳達給消費者有關產品品質之信號，使價格成為一產品屬性。 

三、影響知覺價格之角色： 

不同的消費者面對相同之價格與產品在知覺價格上仍會產生差

異，此研究進一步歸納出在知覺價格構面的兩種「正面角色」與

五種「負面角色」: 

（一）、價格的正面角色 

1、價格-品質關係:價格線索與產品品質呈現正向的關係，換句

括    

說，當產品之價格愈高表示品質愈高。 

2、聲望敏感性:消費者知覺會受到價格線索的正向影響，高價位     

的產品會使消費者產生優越感。 

（二）、價格的負面角色 

1、價值察覺:指消費者對於價格支付及相對品質間關係之重視。 

2、價格察覺:指消費者將所有之焦黑放在低價產品之支付。 

3、折價券傾向:利用提供折價券以使消費者增加購買行為。 



4、促銷傾向:利用降價之促銷方式以增加消費者之購買。 

5、價格專業主義:指消買者相當注重價格，會透過積極地反覆詢

價來找尋最低售價。 

「價格」此一呈現在所有購買情境中之要素，長久以來已成為消

費者選擇產品時的主要決定因素，將實際價格轉換為消費者所能

感受的「便宜與昂貴」作為研究實驗設計之主軸，雖然，近年來

許多非價格因素在消費者購買的選擇行為上逐漸顯露出其重要

性，但決定公司市場佔有率與獲利能力的主要要素仍是價格。 

3.4 顧客滿意度 

顧客滿意是現代服務業經營的重要關鍵，提供顧客滿意的服務成為策

略性的工具，也造成業者競爭優勢的來源。由於滿意度與品質在一般

人的觀念中並未嚴格的區分，經常將其交互使用，致使許多學者試圖

明確的將此二個名詞的意義與衡量方法界定清楚（Zeithaml and 

Bitner, 1996）。 

一、顧客滿意度的概念 

顧客滿意度係指消費者對於業者所提供的服務或產品在使用後會對

其績效與購買前信念兩者間所作的評估及比較，若兩者間具有一致

性，則顧客將獲得滿足；若兩者間有落差，則顧客將感到不滿意（Engel, 

Roger and Paul, 1986）。「顧客滿意度」已成為企業最重要的指標



之一，而擅用顧客滿意資訊亦為許多企業在從事經營規劃時所必須考

慮的重要因素。 

Fornell（1992）首先提出「全國性顧客滿意度指標」(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此模式是以理性預期理論  (rational 

expectation theory)為基礎，認為顧客滿意度受「購買前期望」和

「購買後感受到的績效」所影響。晚近國內學者郭德賓、周泰華與黃

俊英（2000）以八種不同類型的服務業實證發現「績效與期望落差模

式」是顧客滿意度的最佳評量模式。 

「顧客滿意」是顧客對於業者經由實際消費經驗後所產生的滿意與否

的知覺（感受），若顧客對於業者所提供的服務不滿意時，自然會有

顧客抱怨行為的反應產生 

3.5 顧客忠誠度  

Jacoby and Kyner(1973)對忠誠度的定義 

1、忠誠度是一種偏好的態度和行為上的表現： 顧客對於某一廠商的

產品有忠誠度的產生，除了顧客本身的態度是好這個廠商的產品

外，還需要有實際的購買行為。  

2、忠誠度是經過一段時間持續性的表現： 顧客忠誠度的形成是需要

經過 一段期間的經驗累積。  

3、忠誠度是一種決策單位的表現： 當顧客具有對某一廠商的產品具



有忠誠度時，他的購買行為會較集中於該廠商的產品。  

4、顧客對於某一產品的所有廠商中，在他的印象只有幾個廠商，記

得的廠商數越少，表示忠誠度愈高。  

5、以顧客心理層面的認知，也就是顧客的態度來定義，當顧客心中

只知道這個廠商品的產品，則稱他對該廠商的產品具有忠誠度。  

顧客忠誠度是在某一段時間內，顧客若有需求時，則會重複光顧

此商店，是以生活型態及人口統變數來衡量顧客忠誠度，且研究

發現顧客忠誠度的行為，乃是創造業者利潤的重要因素。  

Mowen(1995)將忠誠度定義為顧客對一品牌持有正面態度，對其有承

諾及意圖在未來繼續購買的程度。Bhote(1996)則指出，所謂顧客忠

誠度是顧客滿意公司的商品或服務，導致他們願意為公司作正面的宣

傳。Oliver,Rust and Varki(1997)則認為，顧客忠誠度是指雖然受

到環境影響或行銷手法可能引發潛在的轉換行為，但顧客對其所喜好

的商品或服務未來再購買的承諾仍不會有所改變。 

Fredericks et al.(2001) 針對顧客忠誠度，提出顧客佔有率(share 

of customer)。所謂顧客佔有率是指針對同一顧客，設法賣給他更多

的商品。換言之，就是讓顧客將預算花在特定公司的商品或服務上，

若顧客將錢花在公司的比率越高，越是忠誠的顧客。 

顧客忠誠度的衡量 Selnes (1993)認為顧客忠誠度應以「顧客是否願



意再次前來購買」、「顧客是否將此家企業介給親友」及「幫忙此家

企業建立正面口碑」等意願來衡量。Jones and Sasser (1995)以三

個方向來衡量忠誠度：  

1、顧客再購意願：指任何時候藉由詢問顧客未來是否再次購買特定

產品或服務的意願。  

2、主要行為： 是以公司與顧客的實際交易資料來衡量顧客忠誠度，

這些資訊以最近之購買經驗與行為進行分析，包括：顧客的購買

時間、購買頻率及數量等購買行為。 

3、次要行為：指顧客是否願意公開的介紹或推薦該產品或服務以及

口碑，進而吸引新的顧客。 

 Griffin(1996) 強調顧客忠誠度將影響到顧客購買行為，當一個顧

客是忠誠的，其所表現的購買行為乃是透過某種決策，有目的性的購

買，並且是主動地支持而非被動地接受該公司產品和服務的人。相對

而言，「顧客滿意」卻只是一種態度的表現而已。而顧客忠誠應有的

行為包括四個特點： 

1、經常性重複購買。  

2、願意惠顧公司所提供的其他產品或服務系列。 

3、願意為公司建立口碑。 

4、對其他業者的促銷活動具有免疫力。 



第四章 研究方法 

4.1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電信產業企業客戶經由產品品質、服務品質、價格、

滿意度對忠誠度之影響。其中產品品質與服務品質為顧客在接受服務

與使用產品後所得到的認知。由文獻可了解，客戶經由產品品質、服

務品質、價格影響忠誠度之重要中間變數為滿意度，根據上述本研究

之研究架構如圖 4.1 所示 

H1

H2

H3

H4

 
 

圖 4.1：研究架構 

 

 

 

 

 

 

 

 

 



4.2 研究變數之操作型定義 

4.2.1 產品品質 

操作型定義：本研究將產品品質視為消費者購買產品後，對此產

品在認知上的整體評估。衡量項目如下表 4-1： 

表 4-1 產品品質衡量項目 

變數 衡量項目 

中華電信 ADSL 所提供的連線速率是在可以接受的穩定範圍內 

ADSL 網路的連線品質可靠不中斷 

中華電信 ADSL 提供多樣化的加值服務 

中華電信 ADSL 可以針對不同的客戶需求提供多種的頻寬選擇 

中華電信 ADSL 所宣稱的連線速率因地區、時段的不同和實際使

用上比較，是在可接受範圖內 

產 

品 

品 

質 

中華電信 ADSL 所提供環境中進行交易是安全的 

 

 

4.2.2 服務品質 

操作型定義：本研究將服務品質視為客戶接受服務後對所

接受的服務所感受到的整體認知。衡量項目如下表 4-2： 

 

表 4-2  服務品質衡量項目 

變數 衡量項目 

整體而言，很滿意中華電信 ADSL 所提供的服務 

中華電信 ADSL 要中斷服務時，會預先告知客戶 

相信中華電信 ADSL 所提供的資訊完整並且正確 

中華電信 ADSL 會於顧客再次續約時，提供連線費用之優惠費用

服 

務 

品 

質 
中華電信 ADSL 以顧客的利益視為優先考量 



 

4.2.3 價格 

操作型定義：本研究將價格視為消費者為了獲取產品所必

須支付的金額所感受到的整體認知。衡量項目如下表4-3： 

表 4-3 價格衡量項目 

變數 衡量項目 

中華電信 ADSL 之申裝手續是簡單且便利的 

中華電信 ADSL 的費用是最便宜的 

假設我改用其他 ISP 業者的 ADSL，我認為要花更多代價去取得

所要資訊 

價 

格 

假設我放棄使用中華電信 ADSL 的服務，我會損失在原來中華電

信上所累積的資源 

4.2.4 顧客滿意度 

操作型定義：本研究將顧客滿意度視為客戶購買產品或服

務後對該公司的整體性評估。衡量項目如下表 4-4： 

 

表 4-4 顧客滿意度衡量項目 

變數 衡量項目 

中華電信 ADSL 提供許多暢通的顧客服務管道 

中華電信 ADSL 客服人員所提供的服務，具有專業的知識及技術

能力 

中華電信 ADSL 之客服人員服務態度禮貌又親切 

中華電信 ADSL 之客服人員可以在第一時間內提供服務支援 

顧 

客 

滿 

意 

度 
對於中華電信 ADSL 抱怨的處理，我感到非常的滿意 

 

 



 

4.2.5 顧客忠誠度 

操作型定義：本研究將忠誠度定義為顧客對一品牌持有正

面態度，對其有承諾及意圖在未來繼續購買的程度。衡量

項目如下表 4-5： 

表 4-5 顧客忠誠度衡量項目 

變數 衡量項目 

若中華電信 ADSL 提供服務符合我的需求，即使價格稍微增加

時，我仍願意繼續使用中華電信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 

當有其他業者提供優惠方案促銷時，我仍願 

意繼續使用中華電信 ADSL 的產品和服務 

若中華電信 ADSL 持續提供許多優惠方案，我也不會移轉到其他

ADSL 業者 

當我再次需要 ADSL 服務時，我還會繼續選擇中華電信 ADSL 

如果其他公司的費用比較便宜，我會選擇其他公司 

顧 

客 

忠 

誠 

度 

我會主動推薦中華電信 ADSL 給我的親朋好友 

 

 

 

 

 

 

 

 

 

 

 

 

 

 



4.3  研究假說 

依據研究目的、研究架構以及文獻的回顧，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說： 

一、 產品品質對滿意度之影響 

Zeithaml & Bitner(1996)認為滿意度所包含的範圍比服務品質評估

的範圍更廣，顧客滿意會受到服務品質、產品品質、情境因素及個人

因素等之影響，因此產品品質是影響顧客滿意度的前因之一，因此設

立假說推論如下： 

假說１：產品品質對滿意度有正向影響。 

 

二、 服務品質對滿意度之影響 

Binter(1990)的研究指出，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有正向影響，且服務

品質與顧客滿意間具有顯著的正向因果關係。Ruyter(1997)建構服務

品質和滿意度的正合模式，並在研究中發現，服務品質是影響滿意度

的最主要因素。對於研究分析結果，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度有高度相

關，因此設立假說推論如下： 

假說２：服務品質對滿意度有正向影響。 

 

三、 價格對滿意度之影響 

消費者認較高的價格表示投入較昂貴之生產要素，因此產品品質較優



點，因此消費者在購買某項產品之前，會對產品產生一種期望，甚至

會影響購買的傾向，而購買後產品的績效與購買前的期望是否一致，

將影響購買後的滿意度，因此設立假說推論如下： 

假說 3:價格對滿意度有正向影響。 

 

四、 顧客滿意度對忠誠度之影響 

Heskett,James,Lovemem,Sasser and Schlesinger(1994)提出,員工

所提供給顧客的服務價值會影響顧客滿意度，顧客滿意度則直接的影

響顧客的忠誠度，而顧客的忠誠度則會增加公司的利潤和成長，因此

顧客滿意度與顧客忠誠度兩者皆有正向影響，因此設立假說推論如

下： 

假說 4:滿意度對忠誠度有正向影響。 

五、人口統計變數假說，推論如下： 

假說 5:不同性別對產品品質、服務品質、價格、滿意度、忠誠度構

面有顯著差異。 

假說 6:不同年齡對產品品質、服務品質、價格、滿意度、忠誠度構

面有顯著差異。 

假說 7:不同教育程度對產品品質、服務品質、價格、滿意度、忠誠

度構面有顯著差異。 



假說 8:不同職業對產品品質、服務品質、價格、滿意度、忠誠度構

面有顯著差異。 

假說 9:不同個人每月平均所得對產品品質、服務品質、價格、滿意

度、忠誠度構面有顯著差異。 

假說 10:不同租用現有 ADSL 期間對產品品質、服務品質、價格、滿

意度、忠誠度構面有顯著差異。 

假說 11:不同平均一週上網時數對產品品質、服務品質、價格、滿意

度、忠誠度構面有顯著差異。 

假說 12:不同現有網路速率對產品品質、服務品質、價格、滿意度、

忠誠度構面有顯著差異 

4.4  問卷設計 

本研究以問卷作為資料蒐集的工具，並依據上述研究架構與假說，所

設計出的問卷包括： 

第一部份：衡量人口統計變數的問項。 

第二部份：衡量產品品質的問項。 

第三部份：衡量服務品質的問項。 

第四部份：衡量價格的問項。 

第五部份：衡量滿意度的問項。 

第六部份：衡量顧客忠誠度的問項。 



4.5 資料分析與統計方法 

 

茲將本研究資料分析方法敘述如下: 

一、信度分析 (Reliability Analysis) 

信度分析是用來了解各量表的可信程度,亦即量表所衡量出來的

結果之穩定性 (stability) 與一致性 (consistency)。量表信度表

現在兩方面:(1) 內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2)再現性 

(repeatability) (林師模、陳莞欽,2003),一般常用的信度方法包括

再測信度、複本信度、Cronbach α係數、折半信度⋯等,本研究採用

Cronbach α係數作為衡量的標準,藉以了解受測者在各量表的內部

一致性表現如何,根據 Nunnally (1967) 的看法,信度係數α大於 0.9

表示十分可信,而介於0.7致0.9表示很可信,由此可知信度係數α大

於 0.7 表示具有相當良好的內部一致性。本研究之衡量變數信度皆高

於 0.7,因此本研究之問卷具有良好之穩定性與一致性。 

 

 

 

 



 

 

二、T檢定 

獨立樣本 T 檢定，指兩個樣本間彼此相互獨立沒有關聯，兩樣本分別

接受同性質的測量，再比較兩群樣本之間的平均數差異是否顯著效

果，此檢定方法即是在了解兩個獨立樣本間之平均數是否有差異存

在。 

三、變異數分析 (Analysis of Variance;ANOVA) 

變異數分析為檢定 K 組群體平均數是否一致之統計方法,若欲探

討之因子只有一個,則為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One-Way ANOVA),本研

究利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來比較不同群組間是否造成差異,若有差異,

並利用 Scheffe 多重比較法以比較兩兩群組間是否有差異。 

 

四、線性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 

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是一種統計分析方法,它利用

一組預測變數(或稱獨立變數)的數值,對某一準則變數(或稱應變數)

做預測,它也可以做為評估預測變數對準則變數的效用。迴歸的主要

目的是做預測,目標是發展一種能以一個或多個預測變數的數值來做



為應變數預測的方法。 

 

第五章 實證結果分析與討論 

針對第四章之研究假設，將回收樣本之有效資料進行分析，以進

一步驗證本研究各項假設是否成立，並針對各項統計分析結果加以解

釋與討論。以下將描述本研究所取樣的有效樣本結構、針對問卷探討

其信度分析、根據受訪者對產品品質、服務品質、價格、滿意度與忠

誠度等之差異性分析。 

 

5.1 樣本資料分析敘述 

本研究問卷自民國96年2月1日至民國96年2月28日止，共發放240

份問卷，回收240份問卷，去掉重覆填寫與無效問卷27份，共有213

份有效問卷。 

  將受訪者之個人基本資料整理以表 5-1 表示，受訪者個人基本資

料包括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職業、個人每月平均所得、租用現有

ADSL 期間、目前網路速率、平均一週上網時數，表格中包含樣本數與

有效百分比，分析結果敘述如下: 

1、性別 

在有效回收樣本中，男性的受訪者較多約佔62%，女性受訪者佔



38%。 

 

2、年齡 

在有效回收樣本中，受訪者大都介於26~35歲居多，約佔46.9%，

其次是18~25歲約佔31.9%。 

3、教育程度 

在有效回收樣本中，受訪者之教育程度大專或大學（含技術學院）

居多佔74.6％，其次是高中（職）佔24.4％。 

4、職業 

在有效回收樣本中，受訪者之職業分布以服務業居多，佔45.5

％，其次是學生族群，佔24.4％。 

5、個人每月平均所得 

在有效回收樣本中，受訪者的每月所得20,001~40,000元人數居

多，約佔62.9%，其次是20,000元以內，約佔16.9%。 

6、租用現有ADSL期間 

在有效回收樣本中，受訪者之使用中華電信ADSL的期間，滿3年

以上為居多，佔35.2%，其次是滿2年至未滿3年，約佔23.9%。 

7、平均一週上網時數 

在有效回收樣本中，受訪者之平均一週上網時數以6~10小時最



多，佔34.7%，其次是30小時以上，佔24.4%。 

 

8、目前網路速率 

在有效回收樣本中，受訪者使用中華電信ADSL網路速率以

2M/256K居多，佔31％，其次是256K/64K，佔25.8％。 

 

表 5-1 受訪者之個人基本資料 

基本資料 
類別 樣本數 百分比

(％) 

性別 男 132 62.0 

 女 81 38.0 

年齡 18歲以下 5 2.3 

 18~25歲 68 31.9 

 26~35歲 100 46.9 

 36~45歲 19 8.9 

 46歲以上 21 9.9 

教肓程度 國中以下 1 0.5 

 高中(職) 52 24.4 

 大專或大學(含技術學院) 159 74.6 

 研究所以上 1 0.5 

職業 商 24 11.3 

 工 25 11.7 

 學生 52 24.4 

 服務業 97 45.5 



個人每月平均所得 20,000元以內 36 16.9 

 20,001~40,000元 134 62.9 

 40,001~60,000元 25 11.7 

 60,001~80,000元 10 4.7 

 80,001~100,000元 5 2.3 

 100,001元以上 3 1.4 

租用現有 ADSL 期間 未滿6個月 12 5.6 

 滿6個月至未滿1年 39 18.3 

 滿1年至未滿2年 36 16.9 

 滿2年至未滿3年 51 23.9 

平均一週上網時數 5小時以下 40 18.8 

 6~10小時 74 34.7 

 11~20小時 25 11.7 

 21~30小時 22 10.3 

 30小時以上 52 24.4 

網路速率 256K/64K 55 25.8 

 1M/64K 39 18.3 

 2M/256K 66 31.0 

 2M/512K 30 14.1 

 其他速率 23 10.8 

目前網路速率 滿3年以上 75 35.2 

 1M/64K 39 18.3 

 2M/256K 66 31.0 

 2M/512K 30 14.1 

 其他速率 23 10.8 

 



 

 

5.2 信度分析 

信度分析是用來了解各量表的可信程度,亦即量表所衡量出來的結果

之穩定性 (stability) 與一致性 (consistency)。 

表 5.2 信度分析 

構面 Cronbach α係數 

產品品質 0.911 

服務品質 0.8533 

價格 0.7370 

顧客滿意度 0.8805 

顧客忠誠度 0.8321 

 

5.3 線性迴歸分析 

本研究係透過線性迴歸來分析「滿意度」對其自變項「產品品

質」、「服務品質」、「價格」是否有顯著影響，「忠誠度」對其自變項

「滿意度」是否有顯著影響，來印證假設。 

 

一、產品品質、服務品質、價格對滿意度之線性迴歸分析 

從表 5.3 中可以得知，產品品質、服務品質、價格對滿意度有顯



著的影響。受訪者對於提高產品品質、提高服務品質、價格合理化，

就可提高滿意度，對其表現是肯定的。 

表 5.3.1 產品品質、服務品質、價格對滿意度之線性迴歸分析表 

 

 

二、滿意度對忠誠度之線性迴歸分析 

從表 5.4 中可以得知，滿意度對忠誠度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受訪

者對於滿意度提高，就可提高顧客之忠誠度，對其表現是有正向的肯

定。 

表 5.3.2 滿意度對忠誠度之線性迴歸分析表 

 

 

 

 

 

 

依變數 F P-value 調整後 R2平方 自變數 係數 t P 允差 

截距  4.062 0.000

產品品質 .341 4.896 0.000

服務品質 .280 3.875 0.000

滿意度 158.187 
0.000

a
 

0.690 

價格 .306 5.811 0.000

 

0.302 

0.280 

0.529 

依變數 F P-value 調整後 R2平方 自變數 係數 t P 允差 

截距  8.730 0.000忠誠度 253.490 
0.000

a
 

0.544 

滿意度 0.739 15.921 0.000

1.000 



 

註 *:P<0.05 **:P<0.01  ***:P<0.001 

圖 5.1 研究架構分析圖 

 

 

5.4 T 檢定 

獨立樣本 T 檢定，指兩個樣本間彼此相互獨立沒有關聯，兩樣本分別

接受同性質的測量，再比較兩群樣本之間的平均數差異是否顯著效

果，此檢定方法即是在了解兩個獨立樣本間之平均數是否有差異存

在。 

表5.4 性別 

 男(n=132) 女(n=81)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變異數 t P 

產品品質 3.3359 .8922 3.1708 .9376 ≠ 1.286 .200 

服務品質 3.3682 .8350 3.1630 .8119 ≠ 1.760 .080 

價格 3.2917 .6148 3.0185 .7051 ≠ 1.913 .003 

滿意度 3.2803 .7208 3.0741 .8297 ＝ 1.849 .066 

忠誠度 3.1995 .8765 3.0988 .7736 ≠ .851 .396 

 

在受訪者基本資料的性別方面，研究結果顯示，性別在產品品



質、服務品質、滿意度、忠誠度在總體構面上無顯著差異，但就價格

有顯著差異。 

 

5.5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表 5.5.1年齡 

 自由度 F P Scheffe 

產品品質 4 30.878 .000 

[1]>[5] 

[2]>[3][4][5] 

[3]>[4][5] 

服務品質 4 35.960 .000 

[1]>[4][5] 

[2]>[3][4][5] 

[3]>[4][5] 

價格 4 17.305 .000 
[2]>[3][5] 

[3]>[4][5] 

滿意度 4 22.899 .000 

[1]>[5] 

[2]>[4][5] 

[3]>[4][5] 

忠誠度 4 24.321 .000 

[1]>[5] 

[2]>[4][5] 

[3]>[4][5] 

註: [1] 18 歲以下，[2] 19-25 歲，[3] 26-35 歲，[4] 36-45 歲 

[5] 46 歲以上 

     

表 5.5.2 職業 

註 ： [4] 學生 [5]服務業  

 

 

表 5.5.3 個人平均每月所得 

 自由度 F P Scheffe 

產品品質 4 0.825 0.511  

服務品質 4 1.112 0.352  

價格 4 0.788 0.534  

滿意度 4 3.866 0.005  

忠誠度 4 1.010 0.403 [4]>[5] 



註； 

[1] 20,000 元以內，[2]20,001~40,000 元 ，[3] 40,001~60,000 元， 

[4] 60,000~80,000 元，[5]80.001 元以上  

 

表 5.5.4 租用現有 ADSL 期間 

註: [1] 未滿 6個月，[2]滿 6 個月至未滿 1年 ，[3]滿 1年至未滿 2年 ，[4]

滿 2年至未滿 3年，[5] 3年以上 

 

 

 

 

 

 

 

 

 

 

 

 

 自由度 F P Scheffe 

產品品質 5 9.530 0.000 
[2]>[3] 

[2]>[4] 

服務品質 5 13.122 0.000 

[1]>[3] 

[2]>[3] 

[2]>[4] 

價格 5 5.304 0.000 [2]>[3] 

滿意度 5 11.694 0.000 
[1]>[3] 

[2]>[3] 

忠誠度 5 10.113 0.000 
[2]>[3] 

[2]>[4] 

 自由度 F P Scheffe 

產品品質 B 4 7.473 0.000 
[2]>[5] 

[4]>[5] 

服務品質 A 4 5.470 0.000 [4]>[5] 

價格 E 4 9.887 0.000 
[2]>[5] 

[4]>[5] 

滿意度 C 4 2.450 0.047 
[1]>[3] 

[2]>[3] 

忠誠度 4 3.347 0.011 [4]>[5] 



 

表 5.5.5 平均一週上網時數 

 

 

 

 

 

 

表 5.5.6 目前使用的網路速率 

註: [1]256K/64K，[2]1M/64K ，[3]2M/256K ，[4]2M/512K，[5] 其他 

 

 

 

 

 

 

 

 

 

 

 

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針對使用中華電信 ADSL 之使用者進行調查，經由第五章

 自由度 F P Scheffe 

產品品質 B 4 1.439 0.222  

服務品質 A 4 2.273 0.063  

價格 E 4 2.157 0.075  

滿意度 C 4 2.285 0.061  

忠誠度 4 2.668 0.033  

 自由度 F P Scheffe 

產品品質 B 4 2.923 0.022 [2]>[5] 

服務品質 A 4 2.911 0.023 [2]>[5] 

價格 E 4 2.785 0.028  

滿意度 C 4 4.416 0.002 
[2]>[5] 

[4]>[5] 

忠誠度 4 2.659 0.034  



線性迴歸分析、差異性分析等探討產品品質、服務品質、價格、滿意

度與忠誠度之關係。本章分別對研究結果歸納結論與研究貢獻。 

一、受訪者對各研究面之差異性檢定 

本研究針對受訪者基本資料，包括性別、職業、年齡對各研究構

面進行差異性分析。 

在受訪者基本資料的性別方面，研究結果顯示，性別在產品品

質、服務品質、滿意度、忠誠度在總體構面上無顯著差異，但就價格

有顯著差異。 

在受訪者基本資料的職業方面，就忠誠度的問項達顯著，學生對

忠誠度此項的認同感較服務業為高。 

在受訪者基本資料的年齡方面，研究顯示年齡在 18~25年齡層之

受訪者，不論就產品品質、服務品質、價格、滿意度或是忠誠度顯著

差異。 

在受訪者基本資料的個人平均所得方面，研究顯示個人每月平均

所得 20,000~40,000 之受訪者，不論就產品品質、服務品質、價格、

滿意度或是忠誠度，均較其他達顯著差異。不同性別對產品品質、服

務品質、價格、滿意度、忠誠度構面有顯著差異。18~25 歲的年齡族

群對產品品質、服務品質、價格、滿意度、忠誠度構面有顯著差異。



學生對產品品質、服務品質、價格、滿意度、忠誠度構面有顯著差異。

個人每月平均所得 20,000~40,000 的族群對產品品質、服務品質、價

格、滿意度、忠誠度構面有顯著差異。不同租用現有 ADSL 期間對產

品品質、服務品質、價格、滿意度、忠誠度構面有顯著差異。不同的

平均一週上網時數對產品品質、服務品質、價格、滿意度、忠誠度構

面無顯著差異。不同現有網路速率對產品品質、服務品質、價格、滿

意度、忠誠度構面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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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親愛的同學您好： 

這是一份不記名的學術性問卷，希望籍此本研究瞭解您對網際網路用戶選

擇中華電信 ADSL 之忠誠度，您的意見對於本研究有很大的益，因此，期

盼您能撥出寶貴的時間填寫，所有資料純供學術研究之用，您填寫的內容

與個人基本資料，本研究絕對保密，敬請安心作答。對於您熱心的協助，

謹致十二萬分的謝意。 

敬祝您 

順心如意！ 

嶺東科技大學-商務科技管理系 

              夜四商四 A 

指導教授：張善斌  教授 

學生：林義翔   

                                              陳盈瑩   

何玉雲   

                                               敬上 

 

非 同 普 不 非 

常 意 通 同 常 

同       意 不 

意          同 

            意 

□ □ □ □ □  01、中華電信 ADSL 所提供的連線速率是在可以接受的

穩定範圍內。 

□ □ □ □ □  02、ADSL網路的連線品質可靠不中斷。 

□ □ □ □ □  03、中華電信 ADSL 提供多樣化的加值服務（例：線上

學習、資料搜尋、線上娛樂等服務）。 

□ □ □ □ □  04、中華電信 ADSL 可以針對不同的客戶需求提供多種

的頻寬選擇。 

□ □ □ □ □  05、中華電信 ADSL 所宣稱的連線速率因地區、時段的

不同和實際使用上比較，是在可接受範圖內。 

□ □ □ □ □  06、我相信在中華電信 ADSL 所提供環境中進行交易是

安全的(例如：個人資料與交易紀錄) 。 

□ □ □ □ □  07、整體而言，我很滿意中華電信 ADSL 所提供 

的服務。 

□ □ □ □  □   08、中華電信 ADSL 要中斷服務時，會預先告知客戶

（例：e-mail 或電話通知何時要中斷）。 

□ □ □ □ □  09、我相信中華電信 ADSL 所提供的資訊完整而且 

正確。 

□ □ □ □ □  10、中華電信 ADSL 會於顧客再次續約時，提供連線費



用之優惠費用。 

□ □ □ □ □  11、中華電信 ADSL 以顧客的利益視為優先考量。 

□ □ □ □ □  12、若中華電信 ADSL 提供服務符合我的需求，即使價

格稍微增加時，我仍願意繼續使用中華電信所提

供的產品和服務。 

□ □ □ □ □  13、當有其他業者提供優惠方案促銷時，我仍願 

意繼續使用中華電信 ADSL 的產品和服務。 

□ □ □ □ □  14、若中華電信 ADSL 繼續提供許多優惠方案，我會繼

續選擇中華電信。 

□ □ □ □ □  15、當我再次需要 ADSL 服務時，我還會繼續選擇中華

電信 ADSL。 

□ □ □ □ □  16、我會主動推薦中華電信 ADSL 給親朋好友。 

□ □ □ □ □  17、如果其他公司的費用比較便宜，我會選擇其 

他公司。 

□ □ □ □ □  18、中華電信 ADSL 提供許多暢通的顧客服務管道 

（例：0800 電子郵件、留言版）。 

□ □ □ □ □  19、中華電信 ADSL 客服人員所提供的服務，具有專業

的知識及技術能力。 

□ □ □ □ □  20、中華電信 ADSL 客服人員服務態度禮貌而且又親切。 

□ □ □ □ □  21、中華電信 ADSL 之客服人員可以在第一時間內提供

服務支援（例：線上申請、查詢、異動等）。 

□ □ □ □ □  22、對於中華電信 ADSL 抱怨的處理，我感到非常的滿

意。 

□ □ □ □ □  23、中華電信 ADSL 之申裝費用是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 □ □ □ □  24、中華電信 ADSL 的月租、連線費用是在可接受的範

圍內。 

□ □ □ □ □  25、假設我改用其他 ISP 業者的 ADSL，我認為要花更多

代價（時間與金錢成本）去取得所要資訊。 

 

 

 

 

 

 

 

(二)基本資料 

性別：□男性  □女性 

 



年齡：□18 歲以下 □18—25 歲 □26-35 歲 □36-45 歲  

□46 歲以上 

 

教育程度：□國中以下 □高中(職) □大專或大學(含技術學院)  

          □研究所以上 

 

職業：□商 □工 □軍公教 □學生 □服務業 □自由業 □家管  

□其他 

 

個人每月平均所得：□20,000元以內       □20,001—40,000元  

□40,001— 60,000元  □60,001—80,000元  

□80,001—100,000元  □100,001元以上 

 

租用現有ADSL期間：□未滿6個月      □滿6個月至未滿1年  

□滿1年至未滿2年 □滿2年至未滿3年 

□滿3年以上  

 

平均一周上網時數：□5小時以下 □6~10 小時 □11~20 小時 

□21~30 小時 □30 小時以上 

 

目前網路速率：□256K/64K □1M/64K □2M/256K □2M/512K 

□8M/640K  □12M/1M □其他速率 

 

 

 

 
 
 
 
 
 
 

謝謝您的填寫，感激不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