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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是否對顧客忠誠度產生正

面價值，進而提升對顧客忠誠度的影響，並參酌各家學者之問卷後編

製出本研究之問卷以做為研究之工具。 

本研究以台糖量販店台中店消費者為對象進行施測，共發出 200

份問卷，得有效問卷 196 份。除描述性統計外，且以 t檢定、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檢測變項間之差異性；並針對調查資料進行統

計分析，以考驗各項研究假設。經資料統計分析後，本研究獲致以下

結論： 

一、不同居住地、年齡、學歷、職業、家庭收入的消費者在其對台糖

量販台中店的服務品質認知與顧客忠誠度上有顯著差異。 

二、不同年齡、學歷、職業、家庭收入的消費者在其對台糖量販台中

店的顧客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 

三、不同服務品質認知的消費者在其對台糖量販台中店的顧客滿意度

間有顯著相關存在。經迴歸分析發現服務品質認知「同理性、可

靠性」購面與顧客滿意度間有顯著相關存在。 

四、不同服務品質認知的消費者在其對台糖量販台中店的顧客忠誠度

間有顯著相關存在。經迴歸分析發現服務品質認知之同理性購面

及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間有顯著相關存在。 

最後，綜合本研究之研究發現，茲提出數項建議，俾為台糖量販

店業者與後續研究之參考。 

ㄧ、針對中高年齡、國中(含)以下、軍公教及家管消費族群提供更多

的售後服務以提升台糖量販台中店的顧客滿意度、忠誠度。 

二、利用區位優勢，針對本地居民辦理優惠與回饋活動，這樣可以增

進互動，並增加顧客滿意度及忠誠度。 

三、針對46歲以上顧客，積極規劃符合其重視商品價格、品質及服務

品質等服務項目之產品，以提升顧客滿意度。 

四、服務品質認知與顧客滿意及顧客忠誠度間確實有正相關存在；建

議廠商應持續改善服務品質，以維持並提昇顧客滿意及忠誠度。 

五、建議廠商透過會員資料對不同年齡、職業、學歷與收入消費者之

購買行為作進一步分析，以作為產品規劃與設計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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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 

台灣地區在最近十幾年以來，整體通路結構已由製造商、大盤

商、中盤商轉變由位居通路末端的零售商主導市場的局面。在市場通

路中位居重要角色的量販店，不但營業額成長快速，國內、外眾多知

名零售業者更是相繼投入該產業之中，使得原本已競爭激烈的量販店

產業，更趨向於大型連鎖化的經營型態，市場上有大者恆大的發展趨

勢。因此，未來量販店在汰弱存強的市場競爭下，唯有透過服務品質

的提昇，並提供顧客滿意的商品與服務，才能提高顧客再購買意願，

以確保市場之優勢地位。 

就量販店經營而言，服務品質是最主要的利基，同時服務品質也

是與同業進行差異化最重要的關鍵。要如何在激烈市場中脫穎而出，

唯有提供顧客良好的服務與品質、符合顧客的需求跟期望，進而提高

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因此，量販店業者若想保留舊顧客，並吸引新

客源，就必須做好顧客關係管理，因為忠誠的顧客是公司最重要的資

產，不僅能夠為公司創造利潤，而且還能幫公司做免費的宣傳。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於 1946 年 5 月 1 日成立，為經濟部所屬

的國營企業之一。在臺灣經濟發展初期，糖業促進臺灣農村的繁榮，

也帶動臺灣工業的發展。然而在時代潮流的奔騰邁進下，社會整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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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結構和生活形態的改變，本公司積極拓展多角化經營，目前已成立

砂糖、畜殖、生物科技、休閒遊憩、精緻農業、油品、商品行銷、量

販事業等八大事業部，共創台糖另一波黃金年華。 

2000 年 10 月成立台糖量販事業部(台糖量販 Taisuco)，藉由提

供超值物美價廉的商品策略和營造生活主題提案的方式，首創全國第

一家複合式的量販店，將賣場空間規劃成廣大的 DIY 區域，和日常生

活量販商品結合，並定期提供會員專屬的特價型錄，讓顧客掌握最新

的促銷商品特賣訊息，提供顧客舒適的購物空間，營造健康生活、創

意居家的環境。 

台糖量販台中店位於台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三段，是台糖量販繼

高雄楠梓店、北港店、屏東店、仁德店以外之第五個據點，鄰近澄清

醫院，除具備賣場大、商品齊全、價格便宜、停車方便等優點外，結

合居家休閒物品與一般生活量販，是該店最大特色。藉由營造消費者

舒適的購物環境，是台糖量販台中店欲吸引消費者的第一步。賣場營

業坪數近 4000 坪，為了迎合消費群「一次購足」的需求，提供萬項

以上的各式商品，讓消費者以物超所值的價格，方便地採購所有生活

中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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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資訊快速發展與消費型態的改變，許多的企業皆以「追求顧

客滿意」為其經營目標，然而只追求顧客滿意並不足以創造競爭優

勢。企業應將顧客滿意轉換為顧客價值與顧客忠誠，因此得到顧客忠

誠儼然成為一個新的課題。此外消費者的認知價值與企業的品牌形象

經常被用來當作長期銷售的關鍵成功因素，也是消費者長期前往同一

家公司購買商品的原因。 

此外為深入了解台糖量販店，使本研究更有參考價值，本組員也

積極參與台糖量販店的工作內容，並與其客服部門合作，親身體驗收

銀結帳之作業，在暑假的兩個月內，我們也完成了階段性的訪查與討

論，希望本研究可以對台糖量販有微薄的幫助，讓普羅大眾可以更了

解台糖量販。 

第二節研究目的 

本論文以台糖量販台中店的顧客為研究對象，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瞭解消費者對台糖量販台中店服務品質之滿意度。 

二、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的消費者在服務品質認知上的差異情形。 

三、探討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間的關係。 

四、探討服務品質對顧客忠誠度間的關係。 

五、提供本研究之成果以作為台糖量販台中店改善服務品質，以提高

顧客滿意度及顧客忠誠度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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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流程 

 

圖 1.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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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本章中共分四節，包含：一、量販店的定義:說明國內外對於量

販業的相關定義及認知。二、服務品質:說明過去幾位知名學者對於

服務品質的認定。三、顧客滿意度：滿足顧客是每家公司的使命和目

的。找出顧客的需要，然後滿足他們是顧客滿意最簡單的觀念。四、

顧客忠誠度：忠誠度不能單以行為面的指標來定義，而應該進一步從

消費者態度的結構來探討。 

第一節量販店的定義 

國內和國外的量販業因為國情與土地大小的差異，所以在定義上

也有些差別。在美國因為土地較大，量販店的規模坪數大約為3000

坪以上，相對的比在台灣平均1000坪要大。而國內則結合了休閒的功

能，慢慢的在強化其內部及周邊的設施，如美食部，遊樂區等，但在

國外一般都沒有特別的裝潢。 

一、美國量販店之相關定義 

經濟部商業司(2002)，「2002流通業產業研究報告」美國早 

期量販業者所販賣的商品多為食品及百貨，1970年代以後則出現「居

家修繕中心(Home Improvement Center)」，以販賣家庭用品及建材

等為主，並引進倉儲業的許多搬運管理技術，以降低經營成本，而在

經營方式上則引入完善的存貨管理、集中結帳系統，形成所謂的「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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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型零售業(Warehouse Retailing)」，在多種趨力的作用下，使美

國量販業呈現相當多元的型態。目前在分類上，北美行業標準分類並

未針對所謂的量販店擬定統一之定義，而是將綜合商品零售店

(General Merchandise Store)分為百貨公司(Department Store) 與

其他綜合零售店(Other General Merchandise Stores)。而與量販概

念較接近的分類則包括：折扣型百貨公司、倉儲俱樂部(Warehouse 

Club)、超級商店(Superstore)，以及多樣產品店(Variety Store)，

特色有大量銷售、豐富的商品品項、低價、大賣場面積、現金交易及

服務人員少等。 

二、國內量販店定義：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2001年頒定之第七版「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

類」，量販店屬於F大類批發及零售業下之零售式量販業。零售式量

販業之定義為：「凡從事綜合商品零售，結合倉儲與賣場一體之行業

均屬之。」另外由經濟部商業司出版的「91年流通業產業研究報告」

裡面將量販店定義為：凡從事綜合商品零售，結合倉儲與賣場一體之

行業，且(1)需包含廣泛的銷售商品構面，必須販售食品，且單一商

品銷售比重不得超過50﹪。(2)賣場面積大於1000坪。(3)具有足夠的

停車位。(4)採自助式服務。(5)販售商品價格具競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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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連鎖店協會認為，以大面積之賣場(1000坪以上)，用低

廉及大量販賣之方式，販賣日常生活所需之家電、衣服及大包裝之食

品、用品。而以下為國內學者對於量販店的定義，分述如下表2.1： 

表2.1國內量販店之定義 

來源 年份 定義 

尤丁白 1991

1.賣場面積在1,000坪以上者。 

2.商品種類在10,000種以上者。 

3.單一商品販賣單大於2者。 

程嘉俊 1992

1.量販店(GMS)。 

2.現金交易(Cash & Carry)。 

3.超大型超級市場(Hyper market)。 

4.倉儲商店(Warehouse Store)。 

環球經

濟社 
1992

凡以消費大眾為對象，大量銷售的折扣店、倉儲型商店

皆屬之，其特性為賣場面積大，商品種類多達萬種以上，

採用大量銷售方式，讓消費者享有一次購足的便利，採

以量制價經營型態，自助購物方式，薄利多銷，重視商

品迴轉率、提供消費者免費停車空間，員工人數約

200-300。 

張高齊 1993

指具有大賣場、商品充足並以低價提供給消費者的商

店，因此一般販賣某類商品的量販店如電腦用品量販店

並不列入其範圍。 

施信宏 1994

1.擁有數千坪的大型賣場，及附設可停放數百輛車的停

車場。 

2.貨品品項齊全，多達數萬種，可滿足一次購足的需求。

3.自助性質高，現場服務人員少，除部份專櫃外，多由

顧客自行挑選貨品，再至收銀台結帳。 

4.店內或倉庫即為一高功能的加工中心。 

中華徵

信所 
1995

認為在國內多種型式量販店型態的經營方式下，欲作一

明確之定義不容易，但若是從賣場用地差異及訴求客層

差異來區分，則可分為： 

1.賣場用地為工業區，其商品銷售對象以零售商及公司

團體為主的業者可稱為「批發型態的量販店」。 

2. 賣場在工業區以外(如住宅區、商業區等)，其商品銷

售對象以一般消費者為主的業者則可稱之為零售型態的

量販店，統稱為「批發倉儲量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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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續) 

來源 年份 定義 

王傳義 1995

1.商品選購的單位非單一化，多為箱、打、包等計算位。

2.提供較少的服務，講求自助消費。 

3.產品種類在一萬種以上且多為低成本高存貨週轉率。 

4.賣場在2,500坪以上，且提供大型停車場。 

5. 販賣一般民生用品的量販店(非指單一產品的專賣

店)。 

陶德霖 1996

1.賣場面積至少一千坪以上。 

2.擁有充足之停車設備。 

3.商品種類在一萬種以上。 

4.商品以堆棧方式陳列以供顧客自行挑選。 

5.現金交易且自備購物袋。 

翁玉倩 1996

大型量販店為採倉庫形式的大賣場，不重視裝潢，產品

種類繁多，包括食品、日用品、家電用品、服飾等，產

品銷售型態以量大便宜為重點，重視商品迴轉率，購物

者自行採購，提供免費停車空間，讓消費者方便一次購

足。其商品來源除國內廠商提供外，也有自國外自行進 

口，或委託加工，自創品牌的產品。 

方文昌 

王俊人 
1998

認為量販店是以大面積之賣場(1000坪以上)，用價廉及

大量販賣之方式販賣日常生活所需之各種用品。 

高宏華 2000

定義量販業為凡店鋪規模大(台灣地區在都會區內賣場

在一千坪以上，非都會區在三千坪以上)，販賣商品種類

多，並且包含食、衣、住、行、育、樂等，以大眾化價

格商品為主軸，不論多品單樣、多品多樣或單品多樣，

凡能提供大量購買，且能滿足一次採購者稱之。 

周泰華 

杜富燕 
2002

認為量販店的定位可兼具批發商與零售商之間，有些量

販店規定必須加入會員才能進入店內購物，會員通常是

小型零售商及個人，要付年費才有權利購得批發價的物

品，使用倉庫貨架式擺設，消費者自助式取貨。 

綜合上述文獻資料，本研究整理量販店定義發現有以下幾點特

點：其經營的要求商品周轉快、進貨量大、薄利多銷，不斷辦理促銷

活動，招來顧客或會員以匯集人氣、可滿足消費者一次購足的需求，

因此，具有賣場面積大(千坪以上)、商品價格低廉、促銷活動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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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包裝販售、自助購買、貨色齊全、交通便利及備有停車場等特性；

同時，提供完善服務，讓消費者享受愉快購物兼休閒的活動。經比照

後發現，本研究對象-台糖量販台中店對於上述所說明的各項特色都

有達到，即具有上述之特色。 

第二節服務品質 

品質可定義為符合或超越顧客的期望，顧客在消費產品時，會與

之前使用經驗之品質期望相比較，這會導致對所購買之產品或服務的

滿意或不滿意表現出情感上的反應。 

由於服務本身無形的特質使之無法被量化，因此，就不容易給服

務品質明確的定義，以下列舉數位學者對服務品質所下之定義，如表

2.2所示。 

表2.2服務品質之定義 

學者 定義 

Lewis & Booms（1983） 
服務品質是衡量所提供之服務，符合

顧客期望的程度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1985） 
期望服務與知覺服務的比較 

Anderson & Fornall（1994） 關於企業服務傳送系統的整體衡量 

Harvey（1998） 包括實際結果與達成該結果的過程 

Wakefield（2001） 服務的期望與實際服務間的差異 

資料來源：王明裕(2006) 

衡量服務品質時最常使用的是Parasuraman et al.所發展的

SERVQUAL量表，此量表最初由原始的二十二項構面，縮減為十項，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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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於1988 年再縮減為五項，如表2.3所示。 

表2.3SERVQUAL量表之構面 

原始之十構面 因素分析後之五構面 

可靠性 可靠性 

有形性 有形性 

禮貌 

勝任能力 

可信度 

安全性 

保證性 

回應性 

溝通性 
回應性 

接近性 

了解顧客 
同理心 

資料來源：A. Parasuraman, V. A. Zeithaml, and L. L. Berry 

另外可推論出Parasuraman對於決定知覺服務品質的構面與因

素，如圖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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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衡量服務品質的決定因素 

資料來源：Parasuraman(1985) 

綜上所述，本研究參酌PZB品質構面量表，彙整服務品質其特性，

並針對服務品質的特性套用在本研究對象的分析，本節重點是整理服

務品質的因素，彙整出一個有效的內容，並衡量台糖量販台中店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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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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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解顧客 

有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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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品質，提供一個分析，讓本研究對象可以針對店內所不足地方加以

補強。 

第三節顧客滿意度 

一、顧客滿意度定義 

Drucker (1973)指出滿足顧客是每家公司的使命和目的。找出顧

客的需要，然後滿足他們是顧客滿意最簡單的觀念。1965年Cardozo

首次提出顧客滿意(customer satisfaction)的觀念，認為顧客對業

者提供產品之滿意程度會影響其再次購買意願。現今的企業也將之列

為經營管理的評估指標、追求目標。因為學者們對顧客滿意度的定義

仍有不同之看法。我們可以看到有學者以情緒反應來作為評估，或者

以產品的品質作為滿意的標準。茲將這些不同的見解彙整於下表中，

以對顧客滿意有更深入的了解。 

表2.4顧客滿意度之定義彙整表 

學者(年代) 定義 

Cardozo(1965) 
首次提出顧客滿意度觀念認為顧客對業者提供產品之

滿意程度會影響其再次購買意願。 

Howard and Sheth 

(1969) 

1.對於所付出與實際獲得的代價是否合理的心理狀

態。 

2.購買者對於其因購買某產品而做的犧牲（如時間、

金錢）所得到的補償是否適當的一種認知狀態。 

Hunt(1977) 一種經由經驗與評估而產生的過程。 

Miller(1977) 

顧客期望之程度與認知成效之交互作用所形成，可以

用來衡量實際績效所達成的程度，因而產生滿意與不

滿意的認知。 

Hempel(1977) 
顧客滿意度是取決於顧客所預期的產品或服務利益之

實現程度，它反映出預期與實際結果的一致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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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續) 

學者(年代) 定義 

Westbrook(1980) 

1.消費者將實際從產品中所獲得的與先前產品表現的

期望做一比較的認知過程評價。 

2.認為顧客滿意的情感性定義，代表消費者主觀覺得

好，則產生滿意。 

Oliver(1980) 

1.期望加上認知的期望失驗所產生。 

2.當浮現的情緒與期望不一致時，所形成的一種總合

心理狀態，而期望是消費者有關消費經驗的預先感覺。

3.對於附在產品的取得或消費經驗中的驚喜所做的評

價。 

4.由一特定交易所產生的情緒反應。 

5.滿意度為態度的先行變數，亦即消費者第一次形成

的態度是以期望為基礎，之後則以消費經驗的滿意與

否來調整其態度。 

6.包含情感與認知成份的一種購買後評估行為。 

7.先前的經驗，配合期望失驗的情感，所產生的綜合

性心理狀態。 

8.滿意是顧客的實現反應。它是對一個產品或服務的

特性，或是對產品或服務本身，是否能在消費相關的

實現上提供一個愉快水準的判斷。 

Churchill and 

Surprenant(1982) 

顧客滿意度是一種購買與使用產品的結果，是由購買

者比較預期效益的比較結果。若購買後的認知績效高

於或相符於購買前期望，則符合顧客滿意；反之則不

滿意。 

Day（1984） 
顧客在購買後，知覺的評估他購買前預期與購買後產

品實際表現產生差距時的一種反應。 

Engel et al.(1984) 

認為滿意度為消費者使用產品後，對產品效用與購買

前期望兩者差異之一致性比較，若一致則顧客將產生

正向滿意度，反之則產生不滿意。 

Tse and Wilton

（1988） 

可視為一種顧客對於事前預期與認知績效間知覺差距

的評估反應。 

Voss, Parasuraman 

and Grewal（1988） 

滿意度是價格、期望與績效之函數。 

 

Solomon（1991） 個人對所購買產品的整體態度。 

Spreng（1992） 
指消費者經過購買後，評估購買過程，所產生的感性

及理性知覺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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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續) 

學者(年代) 定義 

Fornell（1992） 

消費者滿意是一種以經驗為基礎的整體性態度。也就

是說，消費者滿 

意度是決定於消費者針對產品或服務之所有購買經驗

的整體評估，是企業在過去、現在甚至未來的經營績

效指標。 

Engel, Blackwell 

and Miniard（1993）

1984 

傾向於對產品使用後的效用與使用前的認知作比較。 

Kotler (1993) 

(1996) 

1.顧客所知覺的產品績效與個人期望之差異程度，為

知覺績效與期望的函數。 

2.對產品之功能特性或結果知覺，與個人對產品的期

望，兩者相比較後形成其感覺愉悅或失望的程度。 

Woodruff（1993） 
消費者在一特定使用情形下對產品傳達之價值，所產

生的一種立即反應。 

Selnes（1993） 對特定交易的事後評估判斷。 

Anderson, Fornell 

and Lehman（1994） 

歸納過去學者的看法，顧客對某一特定購買場合或購

後時點的購後評估（特定交易觀點）；顧客對商品或

服務之所有購買經驗的整體評估（累積交易觀點）。 

Ostrom and 

Iacobuci(1995) 

「滿意/不滿意」為相對之判斷，判斷同時考慮消費者

購買產品所獲得的品質和利益，以及為達成此次購買

所負擔的成本和努力。 

Fournier and 

Mick(1999) 

滿意度已被觀念化成以單一交易或是針對某一產品隨

著時間的經過，所產生一系列的交互影響後所做的評

估。 

Kotler, Ang, Leong 

and Tan（1999） 

顧客對一產品的期望與從產品所知覺到的績效（或結

果）間相比較所感覺的狀態。 

Zeithaml and 

Bitner(1996) 

(2000) 

1.顧客對產品或服務是否滿足其需要與期望的評價。 

2.知覺服務-品質是顧客滿意度的組成成份之一。 

Peter and Olson

（2002） 

消費者購買產品前的期望被達到或超過的程度。 

資料來源:沈益宏(2004) 

茲將上述滿意度之定義歸類為下列三種： 

(一)感性觀點：以接受服務當時的主觀感覺與情緒性反應來表達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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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服務的感覺。以學者Westbrook (1980)，Oliver (1981)，

Spreng (1992)所提出之理論為代表。 

(二)效用觀點：以經濟學中之「效用」來定義滿意度。以學者

Miller(1977)，Hempel(1977)，Churchill and 

surprenant(1982)，Woodruff(1993)，Zeithaml and Bitner(2000)

所提出之理論為代表。 

(三)比較與價值觀點：以期望服務與實際感受到的服務績效兩者之符

合程度來定義；或者是以購買成本(金錢或其他無形之成本)與所

得到利益之間的比較來定義。以學者Oliver(1981)，Day(1984) , 

Tse and Wilton(1988) , Kotler(1993) (1996)，Kotler, Ang, 

Leong and Tan(1999), Peter and Olson (2001)所提出之理論

為代表。 

二、顧客滿意度理論 

根據上述定義，經歸納整理之顧客滿意理論有以下四點： 

1、期望－不確定性理論(Expectancy-disconfirmation theory) 

Oliver (1980) 提出顧客對要購買的商品或服務會有購前期

望，是形成購後滿意與否的重要依據。在交易完成後，顧客會將

實際感受到的產品或服務與先前的購買期望相比較，二者之差異

性即為不確定性。當對產品的實際知覺品質與購前期望一致，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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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確定；若對產品的實際知覺品質比購前期望差，則產生負面

不確定；若對產品的實際知覺品質比購前期望好，則產生正面不

確定。 

2、滿意理論(Satisfaction theory) 

Latour and Peat (1979) 認為顧客能確認隱含的產品屬性，並

對每一屬性形成期望。結果與期望比較可能是負面的或正面的。

也就是說，顧客對每一屬性均有重要性權重，而這些判斷將形成

態度。 

3、公平理論(Equity theory) 

Oliver (1980) 認為滿意是公平與不公平之結果。若消費者自認

為投入與結果比率不協調時，則將產生不滿意。公平理論主要內

涵是，當交換者感覺被公平對待，以及覺得結果與投入比例為公

平時，會感到滿意；否則，則感覺到不公平。因此，若投入相對

比較低時，則滿意度會增加；或個人結果相對於高於其它人，也

有類似效果。 

4、顧客期望理論(Customer expectation theory)此理論為

Parasuraman, et al. (1988) 所提出，說明顧客服務期望的本質

及決定性因素，並闡述了滿意度的形成邏輯。其中提到實際感受

到的服務與預期服務兩者間差距決定了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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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Zeithaml and Bithner (2003)兩位學者認為滿意度所包含的

範圍較服務品質評量的範圍還要廣，顧客滿意會受服務品質、產品品

質、價格、情境因素及個人因素所影響。 

 

圖2.2顧客滿意理論觀念性架構 

資料來源：Zeithaml, Valarie A. and Mary Jo Bitner（2003） 

 

三、顧客滿意度衡量方式` 

Czepiel(1974)認為顧客滿意度可視為一整體性評估，代表顧客

對產品不同屬性主觀反應之總和；Day and Ralph（1977）也指出透

過衡量單一整體產品滿意程度，進而瞭解顧客對產品的使用結果；而

此滿意度也會影響消費者的購後行為（如：再購率、口耳相傳及忠誠

度）（Yi, 1991）。Muller(1991)曾提出顧客滿意將成為未來企業成

功關鍵因素之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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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有學者認為顧客滿意度是一多重項目的衡量，即綜合性

尺度，先衡量產品各屬性的滿意程度，再加總求得整體的滿意度。如

Pfaff and Martin（1977）便提出反對單一整體滿意程度是衡量顧客

滿意度的最佳方式，因此衡量方式會造成顧客在面臨一複雜情況下做

出立即但粗糙的反應。Smith and Houston（1982）從心理學與組織

理論中發現，「滿意」是一多重的構面，即應以多重項目來衡量滿意

程度。Singh(1991)認為滿意是一多重的構面，即以多重項目來衡量

滿意程度，並且指出顧客的衡量會因產業或研究對象不同而有所差

異。 

Ostrom and Iacobucci(1995)亦認為顧客滿意度的衡量構面為多

重項目的。其衡量的構面有：(1)產品價格(2)服務效率(3)服務人員

態度(4)公司整體表現(5)與其理想中的公司接近的程度。 

Kolter(1996)歸納各學者的意見，提出滿意度是所知覺的功能和

期望兩者之間的差異函數。所以，顧客滿意度是來自於對產品功能特

性或結果的知覺，以及對於產品的期望，經由兩者比較後形成其感覺

愉悅或失望的程度。顧客滿意度是一種構前期望和構後感受之比較結

果，經主觀評估所產生正向或負向的感受。 

正確衡量顧客滿意度水準，無論對於學術研究或業者調查而言，

都是極為重要之工作。經過長時間發展，目前衡量顧客滿意度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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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分為下列五種，以上五種衡量方式各有特色，其中又以簡單滿意

尺度於使用上最為廣泛，且結果廣為大眾接受。 

(1)簡單滿意尺度(simple satisfaction scale)由「完全滿意」、「非

常滿意」到「很少滿意」、「沒有滿意」等分為三到七個尺度

等級。此種衡量方式之假定為「很少滿意」或「沒有滿意」即

代表不滿意。 

(2)混合尺度(mixed scale)：由「非常滿意」、「滿意」到「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等分為三到七個尺度等級。此種衡量方式之假定

為滿意與不滿意分別為一連續帶上之兩端點。 

(3)期望尺度(expectational scale)：衡量產品績效與消費者預期之

一致性。此種衡量方式之假定為若產品績效超過消費者預期，則

滿意度會產生；反之則產生不滿意。 

(4)態度尺度(attitude scale)：衡量消費者對產品之偏好程度，由

「非常喜歡」、「喜歡」到「不喜歡」、「非常不喜歡」等分

為三到七個尺度等級。假定消費者喜愛某產品表示對其滿意度

亦高。 

(5)情感尺度(affect scale)：衡量顧客對於產品之情感反應，正面

情感表示顧客對該產品滿意，反之則為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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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滿意度的調查在研究設計上多參考美國ASCI(1994)的顧客滿意

度模型。 

      可靠性                                             抱怨或投訴 

 

  對可靠性的期待                     總體的評價      重複購買的可能性 

                       圖2.3 ACSI顧客滿意度模型 

資料來源：ACSI(Americ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美國顧客

滿意度指數，由密西根大學商學院的國家質量研究中心與美國質量協

會共同發起研究的一個經濟類指數 

根據這一模型，可以建立一個可以檢驗的、由多元方程組成的計

量經濟模型。該模型把顧客滿意度及其決定因素：顧客的期望、感受

到的品質、感受到的價值等聯繫起來，同時也把影響利潤水準的顧客

抱怨以及顧客忠誠度聯繫在一起。根據方程的變數，輸入被訪問者給

出的分數就可以計算出每一個企業或者機構的顧客滿意度得分。從企

業層面看，顧客滿意度直接影響顧客忠誠度，並最終影響企業的利潤

水準和競爭能力。企業可以使用這一指數評估顧客忠誠度，確定進入

顧客對品質的感覺 

顧客期望 

顧客對價值

的感覺 
顧客滿意度 

顧客抱怨 

顧客忠誠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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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潛在障礙，預測投資回報、精確地找到市場切入點也就是未滿

足的顧客期望所在。從消費者的角度看，美國顧客滿意度指數表達了

廣大消費者對他們所使用或者購買的產品和服務的評價。這一指數用

數位的形式表達了消費者對產品的價值判斷和對其品質的好惡，它將

成為一種驅動力，促使企業改進產品品質。 

本研究參考1965年Cardozo首次提出顧客滿意(customer 

satisfaction)的觀念，還有許多學者對顧客滿意度有更多元的見

解，並彙整顧客滿意度之定義、顧客滿意度衡量方式、顧客滿意理論

觀念性架構、顧客滿意度理論，「滿意」是一多重的構面，本研究綜

上所述顧客滿意度之重要性。 

第四節顧客忠誠度 

一、顧客忠誠度定義 

Jacoby and Chestnut(1978)認為忠誠度不能單以行為面的指標

來定義，而應該進一步從消費者態度的結構來探討。他提出消費者的

品牌忠誠度會表現於決策的三個階段中，分別為： 

（1）信念(Belief)：消費者對於此品牌屬性的評價較其他競爭品牌

為佳。 

（2）態度(Attitude)：品牌資訊符合消費者情感上的偏好。 

（3）行為意向(Conation)：消費者對於此品牌商品會較其他品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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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強的購買意願。 

Oliver(1999)根據Jacoby and Chestnut(1978)所提出之模式加

以擴充，提出顧客忠誠四個階段，他並認為忠誠度乃是先產生於在消

費者的態度層面，進而表現於外在的購買行為；茲將其所提出之忠誠

度四階段如下： 

（一）認知忠誠(Cognitive Loyalty)：消費者在此階段的忠誠僅止

於對於品牌的信念，，亦即相較於其他品牌，消費者較為偏好

此品牌之屬性。 

（二）情感忠誠(Affective Loyalty)：在此階段中，消費者由於先

前所累積之滿意的使用經驗，產生對於此品牌的喜好態度。 

（三）行為意向忠誠(Conative Loyalty) 行為意圖忠誠是由於先前

對於此品牌之正向情感意所影響，所形成對於特定品牌之重複

購買意圖的承諾。 

（四）購買忠誠(Action Loyalty)：消費者在前階段之行為意向在此

階段會轉換為實際的購買行，並克服可能阻礙其進行再購買行

為之障礙。 

Reichheld and Sasser(1990)認為，滿意的消費者對企業的忠誠

度會上升，而忠誠度的上升意味著消費者在未來重複購買的機會大為

增加。要開發一個新客戶的成本遠大於保持一個既有的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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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nes（1993）指出顧客忠誠度包括未來購買的可能、服務契約

的持續、轉換品牌的可能性及正面的口碑宣傳。 

Dick and Basu(1994)認為顧客忠誠度為「個人態度」與「再次

惠顧」兩者間關係的強度，而顧客滿意即是顧客個人態度的呈現。 

Jocoby(1994)提出顧客忠誠度利益包括：(1)顧客再購買及宣傳

會造成企業收入成長及市場佔有率增加；(2)成本下降；(3)員工工作

滿足增加。 

Jones and Sasser(1995)認為顧客忠誠度乃消費者對特定產品或

服務之未來再購買意願，且顧客忠誠度分為兩種，一種是「長期忠

誠」，長期忠誠表示顧客不會輕易轉換既定業者是真的「顧客忠誠」；

另一種是「短期忠誠」，顧客容易因為其他業者提供更佳之同質性服

務而改變其消費對象。 

Jones and Sasser並提出衡量顧客忠誠度之三大主要指標，分別

為顧客再購買意願、基本行為(包括最近消費時間、消費次數與數量

等)與衍生行為(包括公開推薦業者、口碑、介紹新顧客消費等)。 

Bhote(1996)提出顧客忠誠度為顧客對業者之產品或服務滿意且

願意為業者進行正面宣傳行為之定義。 

Griffin(1997)指出顧客忠誠度關係到購買行為，滿意度指出的

定義如下：（1）經常性重複購買（2）惠顧公司提供的各項產品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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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系列（3）建立口碑（4）對其他業者的促銷活動有免疫性。 

Smith(1998)描述顧客忠誠度在以下的情況會產生，「當顧客從

你這裡得到他們真正確實需要的服務，這些服務是競爭對手沒想到

的，而且當顧客提及你的時候，就像描述自己家一樣。」 

Craft(1999)認為顧客忠誠是策略行銷的目標之一，有助於企業

提升競爭優勢。 

Shoemaker and Lewis (1999)提出忠誠度三角概提供過程，即顧

客與服務提供者一起參與之所有活動；價值創造則為服務價值之增加

與獲得；資料庫管理與溝通一項則表示業者需建立顧客資料庫以瞭解

顧客喜好，並提供個人化服務，以及積極與顧客聯繫等工作。 

 

服務過程             價值創造 

                  顧客   

 

             資料庫管理與溝通   

            圖2.4 忠誠度三角模式 

資料來源：Shoemaker and Lewi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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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nholdt et al.(2000)指出顧客忠誠度之四項指標為再次購買

意願、向他人推薦業顧客忠誠度最主要含意在於消費者是否會長時間

持續購買同一業者之產品，可引伸為高忠誠度顧客亦有吸引更多潛在

顧客之可能，因此多數業者往往將提升顧客忠誠度列為主要營運目標

之一，本研究之目的亦在探討顧客滿意度對顧客忠誠度是否具有正向

之影響。 

二、顧客忠誠度的衡量方法 

Fornell(1992)提出衡量顧客忠誠度方式，認為忠誠度可透過重

複購買意願和對價格容忍度衡量。在忠誠度衡量方面，最直接的衡量

就是再購行為。 

Jacoby and Kyner(1973)指出忠誠度與再購行為已經證實無法劃

上等號，即忠誠的顧客會再次購買，但是再次購買的顧客未必忠誠。 

Monroe and Guiltinan(1975)以去除價格因素的方式來衡量忠誠

度，研究結果發現：當消費者不考慮價格的情況下，會依消費者心中

所偏好的品牌來購買。 

Reichheld and Frederick(1990)認為忠誠度與價值創造間，有

一系列重要的因果關係，要建立有效的忠誠度測量，就應從瞭解價值

在企業內外流動的情形開始，亦即顧客、員工與投資人之間的雙向流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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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nell(1992)認為可以藉由重複購買的意願，和滿意的顧客對

價格的容忍度，去衡量顧客的忠誠度。 

Jones and Sasser(1995)藉由以下三個角度來衡量忠誠度。 

1. 再購買意願：將購買意願與顧客滿意度衡量與連結，再次購買便

成為未來的強力指標。 

2. 基本行為：依公司交易資料來評估顧客的消費時間、頻率、數量

等購買行為。 

3. 衍生行為：顧客的介紹、推薦與口碑進而引進新的顧客。 

這種以行為衡量忠誠度的方式，卻忽略了消費者本身的態度及外

在環境的變化與消費過程者、價格容忍度與購買該業者其他產品

之意願。業者在市場中競爭力高低。因此，強調態度的學者認為

應該根據消費者對各品牌所喜好的程度來衡量忠誠度。 

Fornell et al(1996)認為「再購可能」與「重複購買」是忠誠

度兩項重要的因素，這兩項因素對忠誠度的形成影響相當大。更多學

者（Chaudhuri and Holbrook,2001;Jacoby and Kyner,1973;Lim and 

Razzaque,1997）認為忠誠度的衡量必須包含行為面（behavioral）

與態度面(attitudinal)的忠誠。 

Oliver(1997)指出滿意的消費者不一定是忠誠顧客，企業應對消

費者對品牌認知上提高顧客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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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Oliver(1999)也認為忠誠度可分為立即忠誠(short-run)

與長期忠誠(long-term)，在立即忠誠上可用口碑、推薦行為、與抱

怨來衡量。在長期忠誠上分為四階段來看，分別為認知忠誠

(Cognitive loyalty)、情感忠誠(Affective loyalty)、行為意向忠

誠(Conative loyalty)和行動忠誠(Action Loyalty)，其所表示意義

如下： 

(1)認知忠誠（cognitive loyalty）：消費者在此階段的忠誠僅止於

對於品牌的信念，亦即相較於其他品牌，消費者較為偏好此品牌

之屬性。認知忠誠主要是由於消費者先前對於產品的知識或經驗

所成，其所重視的僅是產品所表現之績效，很容易受到競爭者所

影響。如遇到品牌或是高度折扣之類的促銷活動，相對同樣類型

的公司，也可快速模仿，而此階段消費者容易有轉換忠誠的對象。 

(2)情感忠誠(affective loyalty):在此階段中，消費者由於先前所

累積之滿意的使用經驗，產生對於此品牌的喜好態度。然而，情

感忠誠仍易受到競爭者影響，而使消費者轉換至其他品牌。此類

顧客也比較受競爭者或替代品牌的行銷誘惑所吸引，並因而轉換

產品。唯此階段的忠誠允諾程度較認知忠誠階段的顧客來得高。 

(3)行為意向忠誠(conative loyalty):由於先前對於此品牌之正向

情感所影響，所形成對於特定品牌之重複購買意圖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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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種對於特定品牌的行為意向忠誠，仍然有可能不會進行重

複購買的行為。此階段消費者會對企業(品牌)有很深的承諾再去

購買，以致消費者會產生再購買某一產品的允諾，是一種不會實

際行動的預期意圖。 

(4)購買忠誠(action loyalty):消費者在前階段之行為意向在此階

段會轉換為實際的再購買行為，並克服可能阻礙其進行再購買行

為之障礙。消費者若持續進行再購買行為，會形成對於某特定品

牌之「行為慣性」(action Inertia)，不易受到其他競爭品牌之

影響。例如：顧客偏好購買的某產品缺貨時，他會等到讓產品補

貨為止，而這段期間內，顧客不輕易購買其它產品品牌；或當競

爭產品進行如減價拍賣的促銷活動時，顧客不受其誘惑而產生換

購行為。此階段顧客的行為受習慣所支配，除非產品無法補救的

錯誤時，顧客才會改試其它產品，其忠誠允諾的程度最深。 

Gronholdt, Martensen and Kristensen（2000）指出，顧客忠

誠度可由四個指標構成：(1)提出在衡量忠誠度的兩個主要因素： 滿

意度與顧客忠誠度間之探討滿意度，可使顧客在未來的忠誠度增加，

包括顧客的再購意願(2)向他人推薦公司或品牌的意願(3)價格容忍

度(4)顧客交叉購買的意願（指購買同一公司其他產品的意願）。 

Srinivasana, Andersona and Ponnavolub（2002）口耳相傳及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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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當顧客有愈高的忠誠度，其價格容忍能力愈高，也有較高的意

願向他人進行推薦。 

第三章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顧客忠誠度此三項為本研究之架構，係

以台糖量販店之環境、價格、商品品質，是否影響本研究之三項架構，

並證明彼此是否有影響關係。 

 

圖3.1研究架構 

本研究欲探討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在顧客的心理產生正面的看

法後，是否進而對顧客忠誠度產生正面價值，進而提升對顧客忠誠度

的影響。並且探究干擾變數商品價格是否對顧客滿意度產生影響使顧

客忠誠度提升或降低。不同的個人背景因素對於服務品質、顧客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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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顧客忠誠度是否會有顯著差異，因此本研究的概念性架構如圖3.1 

所示。 

第二節研究假設 

根據文獻回顧關於品牌轉換影響的相關理論及所構建的觀念性

架構可得知，本研究所欲實證研究之目的包括下列假設： 

假設一、不同背景變項的消費者在其對台糖量販台中店的服務品質認

知上有顯著差異。 

假設二、不同背景變項的消費者在其對台糖量販台中店的顧客滿意度

上有顯著差異。 

假設三、不同背景變項的消費者在其對台糖量販台中店的顧客忠誠度

上有顯著差異。 

假設四、不同服務品質認知的消費者在其對台糖量販台中店的顧客滿

意度上有相關存在。 

假設五、消費者的服務品質認知與其對台糖量販台中店的顧客忠誠度

間有顯著相關存在。 

第三節研究工具 

一、問卷之編製 

本研究問卷各量表之編製，包含二個階段：首先，透過第二章

的文獻探討過程，藉以綜合、歸納並建構本研究問卷各分量表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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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先由指導老師修正，再請口試老師，分別就題項的適切性、題意

表達、文字敘述的完整性與明確性，加以增刪潤飾，問卷得以完成。 

第二階段，預定於 98 年 2 月發放修正後的正式問卷進行問卷前

測，預試之後再進行正式問卷之發放以研究之。 

二、問卷內容 

研究編製「消費者對於台糖量販台中店服務品質、滿意度、忠誠

度的高低」問卷調查初稿以作為本研究之調查工具，本問卷包括四部

份，分別為：個人基本資料、服務品質量表、顧客滿意度量表以及顧

客忠誠度量表的概況。 

本研究之問卷分為四個部份，第一部份為個人背景變項，第二部

份為服務品質量表，第三部份為顧客滿意度量表，第四部份為顧客忠

誠度量表。 

(一) 個人背景變項： 

1.性別：分男性與女性 2組。 

2.年齡：分為 20 歲以下、21-25 歲、26-30 歲、31-35 歲、36-40 歲、

41-45 歲、46 歲以上 7組。 

3.教育程度：國中以下、高中職、大學及專科、研究所以上 4組。 

4.婚姻狀況：分為未婚、已婚 2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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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職業：學生、家管、商業、服務業、工業、軍公教 6組。 

6.平均所得:分為 20,000 元以下；20,001-30,000 元；30,001-40,000

元；40,001-50,000 元；50,000 以上 5組。 

(二)服務品質量表：本量表係參考PZB的量表，分為3大構面15個題項。 

1.有形性：包含6題項 

1.賣場內外的環境寬敞乾淨 

2.賣場音樂、裝潢、氣氛舒適 

3.賣場位置易於停車或有停車場 

4.賣場商品分類陳列、賣場動線規劃良好 

5.賣場店員穿著整潔儀容端正 

6.台糖量販店的整體表現和我理想中的需求表現相當接近 

2.可靠性：包含 6題項 

7.賣場售後服務好（如退換貨之便利性等） 

8.我覺得店員很樂意幫助顧客 

9.我覺得店員會迅速、正確地提供服務 

10.我覺得店員對顧客一直很有禮貌 

11.我覺得能夠信任店員 

12.我覺得台糖量販店是一個安全的購物場所 

3.同理性：包含 3題項 

13.我覺得台糖量販店提供一致性的產品及服務 

14.我覺得台糖量販店營業時間長、方便購物 

15.我覺得店員知道顧客的需求 

(三)顧客滿意度量表：本量表係參考Ostrom and Iacobucci (1995)

題出的顧客滿意度的衡量多重構面理論；將顧客滿意度量表分為：(1)

商品價格(2)商品品質(3)服務品質共3個題項以測量受訪者對台糖量

販店之整體滿意度： 

16.我對台糖量販店的商品價格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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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我對台糖量販店的商品品質感到滿意 

18.我對台糖量販店的服務品質感到滿意 

(四)顧客忠誠度量表：本量表係參考Oliver的顧客忠誠理論，分三大

構面1.情感忠誠；2.購買忠誠；3.行為意向忠誠共計3個題項 

19.我認為我是台糖量販店的忠實顧客 

20.再購物時台糖量販店會是我的優先選擇 

21.我不曾考慮換到其他量販店採購商品 

另有 2題旨在瞭解受訪者是否願意推薦親友與個人回購意願的題項： 

22.我願意推薦台糖量販店給親朋好友或其他人來購物 

23.我會繼續到台糖量販店購物 

第四節統計分析 

調查問卷回收後，即著手剔除廢卷，並進行統計程式的編寫。爾

後，才輸入資料，透過個人電腦統計軟體 SPSS for Windows 的輔助，

以進行統計分析的過程。所採用的統計分析方法，皆是針對本研究之

目的與假設而進行的，計有： 

一、次數分配及百分比分配： 

(1)描述樣本分佈情形。 

(2)描述調查樣本中的消費者的消費行為。 

二、t檢定分析： 

(1)針對背景變項中的二分名義變項如性別、婚姻狀況，以分析「不

同性別(婚姻狀況)的消費者對於台糖量販台中店服務品質、顧客滿意

度、忠誠度的高低上的差異情形」。 

(2)針對消費行為中的二分名義變項如再消費意願，以分析「不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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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意願的消費者對於台糖量販台中店服務品質、滿意度、顧客忠誠

度的高低上的差異情形」。 

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1)針對性別、婚姻狀況以外的其他背景變項，以分析「不同背景變

項的消費者對於台糖量販台中店服務品質、滿意度、忠誠度的高低上

的差異情形」。若有顯著差異，再以Scheffe’法進行事後比較。 

(2)針對再消費意願以外的其他背景變項，以分析「不同消費行為的

消費者對於台糖量販台中店服務品質、滿意度、忠誠度的高低上的差

異情形」。若有顯著差異，再以Scheffe’法進行事後比較。 

四、Pearson積差相關檢定： 

使用於等距變項間的相關分析，本研究用來驗證服務品質對顧客

滿意度及顧客忠誠度間的相關。 

五、迴歸分析： 

使用於得知各自變項與依變間的相關程度，本研究用來驗證滿意

度及忠誠度上的個別係數間的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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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結果分析 

在研究結果分析，我們將以實際收回的問卷，先進行問卷檢視，

判別問卷是否為有效問卷或無效問卷，接著進行資料彙整與分析。本

問卷共發放 200 份問卷，實際回收 198 份問卷，其中扣除 2份無效問

卷，剩餘的 196 份為有效問卷。並且依據研究假設與研究需求對各項

變數進計統計分析。 

第一節樣本分析 

研究資料處理係以 SPSS for Windows 10.0 版統計套裝軟體進行

資料建檔與統計分析，依研究設計及變項性質，採用統計方法如下： 

一、 描述性統計 

(一) 背景資料 

表 4.1 受訪者的背景資料統計(n=196) 

構面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男 70 35.71 
性別 

女 126 64.29 

已婚 89 45.41 
婚姻狀態 

未婚 107 54.59 

20 歲(含)以下 14 7.14 

21 歲-25 歲 67 34.18 

26 歲-30 歲 19 9.69 

31 歲-35 歲 15 7.65 

36 歲-40 歲 23 11.73 

41 歲~45 歲 25 12.76 

年齡 

46 歲以上 33 16.84 

是 158 80.61 
居住台中縣市 

否 38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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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 32 16.33 

工業 21 10.71 

商業 21 10.71 

學生 75 38.27 

家管 34 17.35 

職業 

軍公教 13 6.63 

國中(含)以下 8 4.08 

高中職 62 31.63 

大學及專科 114 58.16 
學歷 

研究所(含)以上 12 6.12 

20000 以下 69 35.20 

20001-30000 31 15.82 

30001-40000 52 26.53 

40001-50000 30 15.31 

家庭月可支配所

得 

50001 以上 14 7.14 

本研究有效回收問卷數 196 份，其樣本群特性由表 4.1 可知，受

訪樣本依性別區分男女分別佔 35.7%、64.2%，女性的比例居多；婚

姻狀況已婚佔 45.41%、未婚佔 54.59%；年齡方面: 20 歲(含)以下佔

7.14%、21 歲-25 歲佔 34.18%、26 歲-30 歲佔 9.69%、31 歲-35 歲佔

7.65%、36 歲-40 歲佔 11.73%、41 歲~45 歲佔 12.76%、46 歲以上佔

16.84%；居住地區主要分布在台中縣市佔 80.6%，其他縣市佔

19.94%；職業方面：服務業佔 16.33%、工業佔 10.71%、商業佔 10.71%、

學生佔 38.27%、家管佔 17.35%、軍公教佔 6.63%；學歷方面：國中(含)

以下佔 4.08%、高中職佔 31.63%、大學及專科佔 58.16%、研究所(含)

以上佔 6.12%；家庭月可支配所得方面：20000 以下佔 35.20%、

20001-30000 佔 15.82%、30001-40000 佔 26.53%、40001-50000 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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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1%、50001 以上佔 7.14%。 

第二節問卷信度分析 

一、顧客服務品質量表信度分析 

本量表信度係用Cronbach’s α係數衡量各變數之間共同因素

的關聯性，計算出衡量所得的總變異數與各別變異數，來檢驗問卷題

項間的一致性以及穩定性。修正過的問卷依照選樣標準取196份問

卷。根據Wortzel(1979)的建議，信度係數若大於0.7，表示信度相當

高；若介於0.7到0.35間表示尚可；弱小於0.35則為低信度。由下表

4.2可知各問項構面Cronbach’s α係數均大於0.8，顯示本問卷各問

項構面的信度非常高。相對的α值越高，表示此量表信度越高，所以

在各題項之間也具有更高的一致性。 

表 4.2 顧客服務品質、滿意度、忠誠度量表信度分析表 

構面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信度 

1.賣場內外的環境寬敞乾淨 3.89 0.67 

2.賣場音樂、裝潢、氣氛舒適 3.72 0.74 

3.賣場位置易於停車或有停車場 3.94 0.73 

4.賣場商品分類陳列、賣場動線規劃良好 3.51 0.90 

5.賣場售後服務好（如退換貨之便利性等） 3.58 0.74 

有
形
性 

6.台糖量販店的整體表現和我理想中的需求表現相當

接近 
3.54 0.81 

0.8348

7.我覺得賣場店員穿著整潔儀容端正 3.71 0.67 

8.我覺得店員很樂意幫助顧客 3.64 0.72 

9.我覺得店員會迅速、正確地提供服務 3.61 0.74 

10.我覺得店員對顧客很有禮貌 3.60 0.73 

11.我覺得能夠信任店員 3.53 0.78 

可
靠
性 

12.我覺得店員知道顧客的需求 3.42 0.85 

0.8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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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我覺得台糖量販店有一致性的產品及服務 3.68 0.76 

14.我覺得台糖量販店營業時間長、方便購物 3.76 0.74 
同
理
性 15.我覺得台糖量販店是一個安全的購物場所 3.86 0.76 

0.8302

16.我對台糖量販店的商品價格感到滿意 3.34 0.96 

17.我對台糖量販店的商品品質感到滿意 3.72 0.71 
滿
意
度 18.我對台糖量販店的服務品質感到滿意 3.70 0.75 

0.8019

19.我認為我是台糖量販店的忠實顧客 3.23 1.00 

20.再購物時台糖量販店會是我的優先選擇 3.28 1.03 
忠
誠
度 21.我不曾考慮換到其他量販店採購商品 3.06 1.12 

0.8811

第三節假設驗證 

本節將針對本研究之假設作假設驗證，針對全部的假設進行驗證

以及說明。 

假設一、不同背景變項的消費者在其對台糖量販台中店的服務品質認

知上有顯著差異。 

一、性別 

表4.3不同性別受訪者對服務品質t檢定 

服務品質構面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男 70 3.51 0.60 
同理性 

女 126 3.62 0.57 
-1.25 

男 70 3.75 0.63 
有形性 

女 126 3.67 0.53 
0.92 

男 70 3.82 0.71 
可靠性 

女 126 3.74 0.61 
0.80 

P<0.05* 

由表4.3之t檢定結果可知：在服務品質的同理性、有形性及可靠

性等三個構面上均未達到顯著差異；表示不論男性或女性受訪者在同

理性、有形性及可靠性等三個構面的服務品質重要程度上均無顯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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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存在。 

二、 居住地區 

表 4.4 不同居住地區受訪者對服務品質 t檢定 

服務品質構面 居住台中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是 158 3.61 0.59 
同理性 

否 38 3.49 0.55 
1.16 

是 158 3.76 0.57 
有形性 

否 38 3.43 0.52 
3.41** 

是 158 3.81 0.65 
可靠性 

否 38 3.57 0.61 
2.17* 

P<0.05*    p<0.01** 

由表 4.4 之變異量分析結果可知：在服務品質的有形性及可靠性

等二個構面上均達到顯著差異；表示不同居住地的受訪者在有形性及

可靠性等二個構面的服務品質的重視程度存在顯著差異。表示不同居

住地的受訪者在服務品質的有形性及可靠性二個構面的重要程度上

存在顯著差異。且是居住於台中縣市的高於非居住於台中縣市。

( =3.76>3.43； =3.81>3.57) 

三、年齡 

表 4.5 不同年齡受訪者對服務品質之變異量分析統計表 

構面 年齡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20 歲(含)以下 14 3.50 0.44 

21 歲-25 歲 67 3.36 0.57 

26 歲-30 歲 19 3.29 0.59 

31 歲-35 歲 15 3.74 0.57 

36 歲-40 歲 23 3.85 0.36 

同理性 

41 歲~45 歲 25 3.80 0.54 

5.987** 36歲-40歲>21歲-25歲

 

46 歲以上>21 歲-2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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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歲以上 33 3.84 0.58 

20 歲(含)以下 14 3.63 0.64 

21 歲-25 歲 67 3.56 0.51 

26 歲-30 歲 19 3.50 0.70 

31 歲-35 歲 15 3.72 0.47 

36 歲-40 歲 23 3.82 0.53 

41 歲~45 歲 25 3.91 0.49 

有形性 

46 歲以上 33 3.87 0.62 

2.423*  

20 歲(含)以下 14 3.81 0.78 

21 歲-25 歲 67 3.62 0.55 

26 歲-30 歲 19 3.53 0.79 

31 歲-35 歲 15 3.67 0.73 

36 歲-40 歲 23 4.07 0.53 

41 歲~45 歲 25 3.92 0.56 

可靠性 

46 歲以上 33 3.91 0.70 

2.565*  

P<0.05*    p<0.01** 

由表 4.5 之變異量分析結果可知：在服務品質的同理性、有形

性、可靠性等三個構面上均達到顯著差異；表示不同年齡的受訪者在

同理性、有形性、可靠性等三個構面上的服務品質的滿意度存在顯著

差異；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僅在同理性構面有顯著差異，

其中；36 歲-40 歲組的受訪者高於 21 歲-25 歲( =3.85>3.36)；46

歲以上高於 21 歲-25 歲( =3.84>3.36)。 

四、職業 

表 4.6 不同職業現況受訪者對服務品質之變異量分析統計表 

構面 職業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服務業 32 3.70 0.53 

工業 21 3.60 0.49 

商業 21 3.50 0.48 

同理性 

學生 75 3.37 0.52 

5.248** 家管>學生 

 

軍公教>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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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管 34 3.85 0.71 

軍公教 13 3.95 0.48 

服務業 32 3.81 0.53 

工業 21 3.87 0.63 

商業 21 3.81 0.59 

學生 75 3.55 0.51 

家管 34 3.71 0.60 

有形性 

軍公教 13 3.79 0.66 

1.996  

服務業 32 3.76 0.69 

工業 21 3.86 0.71 

商業 21 3.59 0.61 

學生 75 3.66 0.59 

家管 34 3.93 0.71 

可靠性 

軍公教 13 4.10 0.50 

1.974  

P<0.05*    p<0.01** 

由表 4.6 之變異量分析結果可知：在服務品質的同理性構面上達

到顯著差異；表示不同職業的受訪者在同理性構面上的服務品質的滿

意度存在顯著差異；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在同理性構面有

顯著差異，其中；家管組的受訪者高於學生( =3.85>3.37)；軍公教

受訪者高於學生受訪者( =3.95>3.37)。 

五、學歷 

表 4.7 不同學歷受訪者對服務品質之變異量分析統計表 

構面 學歷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國中(含)以下 8 4.10 1.18 

高中職 62 3.71 1.00 

大學及專科 114 3.46 0.87 
同理性 

研究所(含)以上 12 3.74 1.12 

5.39** 
國中(含)以下>大學

及專科 

國中(含)以下 8 3.81 0.56 

高中職 62 3.82 0.61 

有形性 

大學及專科 114 3.60 0.55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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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含)以上 12 3.96 0.45 

國中(含)以下 8 3.92 0.58 

高中職 62 3.82 0.38 

大學及專科 114 3.71 0.64 
可靠性 

研究所(含)以上 12 3.92 0.53 

0.73  

P<0.05*    p<0.01** 

由表 4.7 之變異量分析結果可知：在服務品質的同理性與有形性

構面均達到顯著差異；表示不同學歷的受訪者在同理性及有形性的構

面上的服務品質的滿意度存在顯著差異；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結果

發現在同理性構面有顯著差異，其中；國中(含)以下的受訪者高於大

學及專科( =4.10>3.46)。 

六、家庭月可支配所得 

表 4.8 不同家庭收入受訪者對服務品質之變異量分析統計表 

P<0.05*    p<0.01** 

服務品質構

面 
家庭月收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

差 
F 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20000 以下 69 3.37 0.57 

20001-30000 31 3.34 0.52 

30001-40000 52 3.75 0.58 

40001-50000 30 3.91 0.43 

同理性 

50001 以上 14 3.88 0.42 

9.15**

50001 以上>20000 以下 

40001-50000>20000 以下 

30001-40000>20000 以下 

40001-50000>20001-30000 

30001-40000>20001-30000 

20000 以下 69 3.58 0.54 

20001-30000 31 3.54 0.66 

30001-40000 52 3.75 0.53 

40001-50000 30 3.79 0.52 

有形性 

50001 以上 14 4.20 0.45 

4.60**
50001 以上>20000 以下 

50001 以上>20001-30000 

20000 以下 69 3.65 0.59 

20001-30000 31 3.51 0.76 

30001-40000 52 3.80 0.63 

40001-50000 30 4.00 0.55 

可靠性 

50001 以上 14 4.31 0.55 

5.82**

50001 以上>20000 以下 

40001-50000>20001-30000 

50001 以上>2000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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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8 之變異量分析結果可知：在服務品質的同理性、有形性

及可靠性等三個構面均達到顯著差異；表示不同家庭月收入的受訪者

在同理性、有形性及可靠性構面上的服務品質的滿意度存在顯著差

異；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在同理性、有形性以及可靠性等

三個構面上有顯著差異，其中同理性構面上： 

50001 以上之組別高於 20000 以下之組別( =3.88>3.37)； 

40001-50000 之組別高於 20000 以下之組別( =3.91>3.37)； 

30001-40000 之組別高於 20000 以下之組別( =3.75>3.37)； 

40001-50000 之組別高於 20001-30000 之組別( =3.91>3.34)；

30001-40000 之組別高於 20001-30000 之組別( =3.75>3.34)。 

有形性構面上：50001 以上之組別高於 20000 以下之組別

( =4.2>3.58)；50001 以上之組別高於 20001-30000 之組別

( =4.2>3.54)。 

可靠性構面上：50001 以上之組別高於 20000 以下之組別

( =4.31>3.65)；40001-50000 之組別高於 20001-30000 之組別

( =4.0>3.51)；50001 以上之組別高於 20001-30000 之組別

( =4.31>3.51)。 

假設二、不同背景變項的消費者在其對台糖量販台中店的顧客滿意度

上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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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性別 

表 4.9 不同性別受訪者對滿意度之 t檢定 

P<0.05* 

由表 4.9 之 t 檢定結果可知：在顧客滿意度的構面上未達到顯著

差異；表示不論男性或女性受訪者在滿意度構面的顧客滿意度重要程

度上無顯著差異存在。 

二、居住地區 

表 4.10 不同居住地區受訪者對滿意度之 t檢定 

顧客滿意度構面 居住台中縣市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是 158 3.61 0.69 
滿意度 

否 38 3.48 0.66 
1.07

P<0.05* 

由表 4.10 之 t 檢定結果可知：在顧客滿意度構面上未達到顯著

差異；表示不論是否居住在台中的消費者在滿意度構面的顧客滿意度

重要程度上無顯著差異存在。 

三、年齡 

表 4.11 不同年齡受訪者對滿意度之變異量分析統計表 

顧客滿意度

構面 
年齡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20 歲(含)以下 14 3.45 0.61 
21 歲-25 歲 67 3.34 0.53 

顧客滿意度構面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男 70 3.50 0.70 
滿意度 

女 126 3.63 0.67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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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歲-30 歲 19 3.12 0.73 
31 歲-35 歲 15 3.82 0.80 
36 歲-40 歲 23 3.90 0.51 
41 歲-45 歲 25 3.81 0.67 
46 歲以上 33 3.92 0.74 

46 歲以上>21 歲-25 歲

 

36歲-40歲>26歲-30歲

 

46 歲以上>26 歲-30 歲

P<0.05*   P<0.01** 

由表 4.11 之變異量分析結果可知，在顧客滿意度的構面上達到

顯著差異；表示不同年齡的受訪者在滿意度構面上存在顯著差異；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結果發現滿意度構面上有顯著性差異，36 歲-40

歲 >21 歲 -25 歲 ( =3.9>3.34) ； 46 歲 以 上 >21 歲 -25 歲

( =3.92>3.34)；36 歲-40 歲>26 歲-30 歲( =3.9>3.12)； 

46 歲以上>26 歲-30 歲( =3.92>3.12)。 

四、職業 

表 4.12 不同職業現況受訪者對滿意度之變異量分析統計表 

顧客滿意度構面 職業 個數 平均數標準差 F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服務業 32 3.54 0.71
工業 21 3.54 0.66
商業 21 3.51 0.63
學生 75 3.35 0.52
家管 34 4.08 0.79

滿意度 

軍公教 13 3.97 0.64

7.138** 

家管>服務業 

 

家管>學生 

P<0.05*   P<0.01** 

由表 4.12 之變異量分析結果可知，在顧客滿意度的構面上達到

顯著差異；表示不同職業現況的受訪者在滿意度構面上存在顯著差

異；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結果發現滿意度構面上有顯著性差異。 

家管>服務業( =4.08>3.54) ；家管>學生( =4.08>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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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歷 

表 4.13 不同學歷受訪者對滿意度之變異量分析統計表 

顧客滿意度

構面 
學歷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Scheffe 事後比

較 

國中(含)以下 8 4.21 0.69 
高中職 62 3.77 0.80 
大學及專科 114 3.46 0.59 

滿意度 

研究所(含)以上 12 3.44 0.57 

5.461**

國中(含)以下>

大學及專科 

高中職>大學及

專科 

P<0.05*   P<0.01** 

由表 4.13 之變異量分析結果可知，在顧客滿意度的滿意度構面

上達到顯著差異；表示不同學歷的受訪者在滿意度構面上存在顯著差

異；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在滿意度上有顯著性差異。 

國中(含)以下高於大學及專科( =4.21>3.46)；高中職組高於大

學及專科( =3.77>3.46)。 

六、家庭可支配所得 

表 4.14 不同家庭可支配所得受訪者對滿意度之變異量分析統計表 

構面 
家庭可支配

所得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20000 以下 69 3.35 0.50 
20001-30000 31 3.23 0.70 
30001-40000 52 3.76 0.74 
40001-50000 30 4.00 0.53 

顧客滿

意度 

50001 以上 14 4.02 0.71 

11.099**

30001-40000>20000 以下

40001-50000>20000 以下

50001 以上>20000 以下 

30001-40000>20001-30000

40001-50000>20001-30000

50001 以上>20001-30000

P<0.05*   P<0.01** 

由表 4.14 之變異量分析結果可知，在滿意度的滿意度構面上達

到顯著差異；表示不同家庭月收入的受訪者在滿意度構面上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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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顯著差異；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在滿意度構面有顯著

性差異。 

30001-40000 組別高於 20000 以下之組別( =3.76>3.35)； 

40001-50000 組別高於 20000 以下之組別( =4.00>3.35)； 

50001 以上組別高於 20000 以下之組別( =4.02>3.35)； 

30001-40000 組別高於 20001-30000 之組別( =3.76>3.23)； 

40001-50000 組別高於 20001-30000 之組別( =4.00>3.23)； 

50001 以上組別高於 20001-30000 之組別( =4.02>3.23)。 

假設三、不同背景變項的消費者在其對台糖量販台中店的顧客忠誠度

上有顯著差異。 

一、性別 

表 4.15 不同性別受訪者之顧客忠誠度 t檢定 

顧客忠誠度構面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男 70 3.19 0.95 
忠誠度 

女 126 3.19 0.95 
0.019

P<0.05* 

由表 4.15 之 t 檢定結果可知：在顧客忠誠度的構面上未達到顯

著差異；表示不論男性或女性受訪者在忠誠度構面上的顧客忠誠度重

要程度上無顯著差異存在。 

 

二、 居住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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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不同居住地區受訪者之顧客忠誠度 t檢定 

顧客忠誠度構面 居住台中縣市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是 158 3.28 0.94 
忠誠度 

否 38 2.82 0.92 
2.718**

P<0.05*   P<0.01** 

由表 4.16 之 t 檢定結果可知：在顧客忠誠度的構面上達到顯著

差異；表示不同居住地的受訪者在顧客忠誠度重要程度上存在顯著差

異。且是居住於台中縣市的高於非居住於台中縣市( =3.28>2.82)。 

三、年齡 

表 4.17 不同年齡受訪者對滿意度之變異量分析統計表  

顧客忠誠度

構面 
年齡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20 歲(含)以下 14 3.02 0.93 
21 歲-25 歲 67 2.62 0.84 
26 歲-30 歲 19 3.00 0.83 
31 歲-35 歲 15 3.47 1.12 
36 歲-40 歲 23 3.61 0.78 
41 歲-45 歲 25 3.53 0.65 

忠誠度 

46 歲以上 33 3.85 0.76 

11.099**

31 歲-35 歲>21 歲-25 歲

 

36 歲-40 歲>21 歲-25 歲

 

41 歲-45 歲>21 歲-25 歲

 

46 歲以上>21 歲-25 歲

P<0.05*   P<0.01** 

由表 4.17 之變異量分析結果可知，在顧客忠誠度的構面上達到

顯著差異；表示不同年齡的受訪者在忠誠度構面上存在顯著差異；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在忠誠度構面上有顯著性差異。 

31 歲-35 歲組高於 21 歲-25 歲( =3.47>2.62)；36 歲-40 歲組高於

21 歲-25 歲( =3.61>2.62)；41 歲-45 歲組高於 21 歲-25 歲

( =3.53>2.62)；46 歲以上組高於 21 歲-25 歲( =3.85>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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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職業 

表 4.18 不同職業現況受訪者對忠誠度之變異量分析統計表 

顧客忠誠度構面 職業 個數 平均數標準差 F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服務業 32 3.46 0.96
工業 21 3.41 0.99
商業 21 3.46 0.88
學生 75 2.64 0.78
家管 34 3.73 0.81

忠誠度 

軍公教 13 3.49 0.72

10.730**

服務業>學生 

工業>學生 

商業>學生 

家管>學生 

P<0.05*   P<0.01** 

由表 4.18 之變異量分析結果可知，在顧客忠誠度的構面上達到

顯著差異；表示不同職業現況的受訪者在忠誠度構面上存在顯著差

異；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在忠誠度構面上有顯著性差異。

服務業高於學生( =3.46>2.64)；工業高於學生( =3.41>2.64)；家

管高於學生( =3.73>2.64)；商業高於學生( =3.46>2.64)。 

五、學歷 

表 4.19 不同學歷受訪者對滿意度之變異量分析統計表 

顧客忠誠度構面 學歷 個數平均數標準差 F值 
Scheffe 事後比

較 

國中(含)以下 8 4.04 0.68
高中職 62 3.63 0.94
大學及專科 114 2.89 0.87忠誠度 

研究所(含)以上 12 3.17 0.54

12.420**

國中(含)以下>

大學及專科 

 

高中職>大學及

專科 

P<0.05*   P<0.01** 

由表 4.19 之變異量分析結果可知，在顧客忠誠度的構面上達到

顯著差異；表示不同學歷的受訪者在忠誠度構面上存在顯著差異；經



 50 

Scheffe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在忠誠度構面上有顯著性差異。國中(含)

以下高於大學及專科( =4.04>2.89)；高中職高於大學及專科

( =3.63>2.89)。 

六、家庭可支配所得 

表 4.20 不同家庭月收入受訪者對滿意度之變異量分析統計表 

顧客忠誠

度構面 
家庭月收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20000 以下 69 2.67 0.83 
20001-30000 31 3.14 0.82 
30001-40000 52 3.54 0.92 
40001-50000 30 3.60 0.81 

忠誠度 

50001 以上 14 3.69 0.94 

11.473**

30001-40000>20000 以下

40001-50000>20000 以下

50001 以上>20000 以下

P<0.05*   P<0.01** 

由表 4.20 之變異量分析結果可知，在顧客忠誠度的構面上達到顯著

差異；表示不同家庭月收入的受訪者在忠誠度構面上存在顯著差異；

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在忠誠度構面上有顯著性差異。 

30001-40000 組別高於 20000 以下之組別( =3.54>2.67) 

40001-50000 組別高於 20000 以下之組別( =3.60>2.67)； 

50001 以上組別高於 20000 以下之組別( =3.69>2.67)。 

 

 

假設四、不同服務品質認知的消費者在其對台糖量販台中店的顧客滿

意度上有相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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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服務品質認知-顧客滿意度相關係數一欄表 

服務品質認知 

顧客滿意度 
同理性 有形性 可靠性 

0.4920*** 0.2870*** 0.4393*** 

0.5511*** 0.4309*** 0.6391*** 滿意度 

0.6798*** 0.4422*** 0.6115*** 

P<0.0001*** 

由表 4.21 得知，商品價格、商品品質、服務品質等顧客滿意度

指標與服務品質的同理性、有形性、可靠性三構面間確實存在相關，

且相關係數為正值，即為正相關的關係。 

假設五、消費者的服務品質認知與其對台糖量販台中店的顧客忠誠度

間有顯著相關存在。 

表4.22服務品質認知-顧客忠誠度相關係數一欄表 

顧客忠誠度 

服務品質認知 
忠誠度 

同理性 0.4036** 0.4389** 0.3768** 

有形性 0.2396** 0.2970** 0.3439** 

可靠性 0.3004** 0.3416** 0.3144** 

P<0.001**    P<0.0001*** 

由表 4.22 得知，不考慮換其他量販店採購商品、願意推薦台糖

量販店親朋好友、會繼續到台糖量販店購物等顧客忠誠度指標與服務

品質三構面間確實存在相關，且相關係數為正值，即為正相關的關係。 

第四節相關性檢定 

滿意度之相關性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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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假說之迴歸自變數有三個，採Enter方式全部納入迴歸模式。 

在共線性檢定部份Tolerance均大於1.0，因此不存在共線問題。迴歸

總檢定部份，p-value=0.000，有顯著性，且解釋能力達52%，亦十分

良好。但在個別係數檢定上，僅「同理性、可靠性」呈現顯著，自變

數「有形性」不顯著。 

忠誠度之相關性檢定: 

此假說之迴歸自變數有四個，採Enter方式全部納入迴歸模式。 

在共線性檢定部份Tolerance均大於1.0，因此不存在共線問題。迴歸

總檢定部份，p-value=0.000，有顯著性，且解釋能力達38.5%，亦十

分良好。但在個別係數檢定上，僅「同理性、滿意度」呈現顯著，自

變數「有形性、可靠性」不顯著。 

整理 H4、H5 檢定之統計摘要，詳如表 4.23 所示。 

表 4.23 H4-H5 迴歸檢定統計摘要表 

應變數 F 值 p-value Adj-R2 自變數 係數 t 值 p-value 

截距 0.3055 1.217 0.225 

同理性 0.5147 6.541 0.000 

有形性 -0.0282 -0.366 0.714 
滿意度 71.502 0.000 0.520

可靠性 0.4089 5.642 0.000 

截距 -0.716 -1.824 0.070 

同理性 0.460 3.394 0.001 

有形性 0.108 0.903 0.368 

可靠性 0.0402 0.329 0.742 

忠誠度 31.542 0.000 0.385

滿意度 0.475 4.221 0.000 

將H4、H5檢定之結果，以圖4-1表示之。其中箭頭為實線者表關係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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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旁邊之數字代表迴歸係數；箭頭為虛線者表關係不顯著，不予標

示係數；而構面內之adj-R2為判定係數，代表自變數對應變數的解釋

能力。 

同理性
有形性

可靠性

顧客滿意度
Adj R2=0.520

顧客忠誠度
Adj R2=0.385

0.345

0.283 0.386

 

圖 4-1 研究架構分析結果 

 

第五章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探討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及忠誠度之關係-以

台糖量販店台中店為例，並探討問卷受訪者個人背景變項對服務品

質、顧客滿意度以及忠誠度項目重視的程度有明顯差異。首先蒐集國

內外相關文獻和資料，經由文獻探討得以架構本研究工具。本研究總

共發放200份問卷，實際回收198份問卷，其中扣除2份無效問卷，共

獲得有效問卷196份，資料使用平均數、標準差之計算，且以次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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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t檢定分析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統計方法，對問卷受訪者資料

以統計處理與分析，以驗證各個項目的研究假設。 

第一節研究發現 

綜合本研究之結果，並依據本研究之目的與假設，整理出研究發

現如下： 

假設一、不同背景變項的消費者在其對台糖量販台中店的服務品質認

知上有顯著差異。 

研究發現： 

(1)不同居住地區的消費者在服務品質的有形性及可靠性等二個構面

上均達到顯著差異，居住於台中縣市的受訪者對於服務品質有形

性及可靠性的重視程度明顯高於非居住於台中縣市。 

(2)不同年齡層的消費者在服務品質的同理性構面有顯著差異，36歲

-40歲組的受訪者高於21歲-25歲；46歲以上高於21歲-25歲。 

(3)不同職業之消費者在服務品質的同理性構面有顯著差異，其中；

家管組的受訪者高於學生；軍公教受訪者高於學生受訪者。 

(4)不同學歷的消費者在服務品質的同理性構面有顯著差異，國中(含)

以下的受訪者高於大學及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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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同家庭月收入的消費者在服務品質的同理性、有形性及可靠性

等三個構面均達到顯著差異，且是所得較高組別的重視程度高於

所得較低的組別。 

假設二、不同背景變項的消費者在其對台糖量販台中店的顧客滿意度

上有顯著差異。 

研究發現： 

(1)不同年齡層的消費者在顧客滿意度的構面上達到顯著差異；36 歲

-40 歲組及 46 歲以上組高於 21 歲-25 歲及 26 歲-30 歲。 

(2)不同職業現況的受訪者在滿意度構面上存在顯著差異；家管高於

學生及服務業。 

(3)不同學歷的受訪者在滿意度構面上存在顯著差異；國中(含)以下

及高中職的受訪者高於大學及專科。 

(4)不同家庭月收入的受訪者在滿意度構面上存在顯著差異；且是所

得較高組別的重視程度高於所得較低的組別。 

假設三、不同背景變項的消費者在其對台糖量販台中店的顧客忠誠度

上有顯著差異。 

研究發現： 

(1)不同居住地區的消費者在顧客忠誠度的構面上有顯著差異：居住

於台中縣市的受訪者在忠誠度上高於非居住於台中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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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年齡的消費者在顧客忠誠度的構面上有顯著差異：21 歲-25

歲組的受訪者其顧客忠誠度低於其他組別。 

(3)不同職業的消費者在顧客忠誠度的構面上有顯著差異：服務業、

工業、家管組、及商業組均高於學生組。 

(4)不同學歷的消費者在顧客忠誠度的構面上有顯著差異：國中(含)

以下及高中職的受訪者其忠誠度高於大學及專科。 

(5)不同家庭月收入的消費者在顧客忠誠度的構面上有顯著差異；且

是所得較高組別的重視程度高於所得較低的組別。 

假設四、不同服務品質認知的消費者在其對台糖量販台中店的顧客滿

意度上有顯著差異。 

研究發現： 

商品價格、商品品質、服務品質等顧客滿意度指標與服務品質的

同理性、有形性、可靠性三構面間確實存在相關，且相關係數為正值，

即為正相關的關係。經迴歸分析發現服務品質認知「同理性、可靠性」

購面與顧客滿意度間有顯著相關存在。 

假設五、消費者的服務品質認知與其對台糖量販台中店的顧客忠誠度

間有顯著相關存在。 

研究發現： 

顧客忠誠度指標與服務品質三構面間確實存在相關，且相關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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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正值，即為正相關的關係。經迴歸分析發現服務品質認知之同理性

購面及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間有顯著相關存在。 

第二節結論 

基於前述之研究發現，本研究僅提出下述幾點結論： 

一、在服務品質方面： 

(1)居住於台中縣市的受訪者對於服務品質有形性及可靠性的重視程

度明顯高於非居住於台中縣市。表示台糖量販(台中店)的客群確

實受到區位的影響，而居住於台中縣市的受訪者對於服務品質有

形性及可靠性的重視程度較高。 

(2)46歲以上及36歲-40歲組的受訪者在服務品質同理性的重視程度

明顯高於21歲-25歲。顯見40歲以上的消費者對於台糖量販(台中

店)是否能提供一致性的產品及服務、營業時間長且方便購物、安

全的購物場所等服務品質較為重視。 

(3)軍公教及家管組的消費者對於台糖量販(台中店)是否能提供一致

性的產品及服務、營業時間長、方便購物、安全的購物場所等服

務品質較為重視。 

(4)國中(含)以下的受訪者相較於大學及專科，對於台糖量販(台中店)

是否能提供一致性的產品及服務、營業時間長且方便購物、安全

的購物場所等服務品質較為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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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家庭月可支配所得較高組別的對服務品質重視程度高於所得較低

的組別。顯見收入在 30001 以上的消費者對於台糖量販(台中店)

是否能提供一致性的產品及服務、營業時間長且方便購物、安全

的購物場所等服務品質較為重視；收入在 40001 以上的消費者對

於台糖量販(台中店)的店員穿著整潔儀容端正、樂意幫助顧客、

迅速正確地提供服務、對顧客很有禮貌能夠信任店員、店員知道

顧客的需求等服務品質較為重視。 

二、在顧客滿意度方面 

(1)46 歲以上在商品價格、品質及服務品質重視程度高於其他組別，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 46 歲以上對顧客滿意度方面較為重視。 

(2)家管在商品價格、品質重視程度明顯高於學生；軍公教在服務品

質重視程度高於學生。 

(3)國中(含)以下在商品價格重視程度高於大學及專科；高中職在服

務品質重視程度高於大學及專科。 

(4)家庭每月可支配所得 40001 以上的受訪者在商品價格及商品品質

重視程度上均高於 30000 以下；30001-50000 以上的受訪者在服

務品質重視程度高於 30000 以下。  

三、顧客忠誠度方面 

(1)居住於台中縣市的受訪者在回購率及不換別間量販店二題項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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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非居住於台中縣市。 

(2)36 歲以上在忠實顧客、回購率及不換別間量販店題項均高於 25

歲以下。 

(3)服務業、工業及家管在忠實顧客、回購率及不換別間量販店題項

均高於學生。 

(4)國中(含)以下及高中職在忠實顧客、回購率及不換別間量販店題

項均高於大學及專科。 

(5)30001 以上在忠實顧客、回購率及不換別間量販店題項均高於

20000 以下。 

四、服務品質認知與顧客滿意度間確實有顯著正相關存在。 

五、服務品質與顧客忠誠度間確實有顯著正相關存在。 

第三節建議 

基於前述之研究結論，本研究僅對台糖量販店台中店提出下述幾

點建議： 

ㄧ、對於在台糖量販台中店的中高年齡、國中(含)以下、軍公教及家

管消費族群而言，其對台糖量販(台中店)是否能提供一致性的產

品及服務、營業時間長且方便購物、安全的購物場所等服務品質

較為重視，所以針對這些消費族群可以提供更多的售後服務這樣

可以提升台糖量販台中店的顧客滿意度、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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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糖量販-台中店主要消費對象都是台中縣市之會員，本研究建

議可以多利用此一區位優勢，針對本地居民辦理優惠與回饋活

動，這樣可以增進互動，並增加顧客滿意度及忠誠度。 

三、 本研究建議台糖量販台中店針對46歲以上對商品價格、品質及服

務品質較為重視之顧客，積極規劃符合其需求之服務項目，以提

升顧客滿意度。 

四、由於服務品質認知與顧客滿意及顧客忠誠度間確實有顯著正相關

存在；故建議廠商仍應持續改善服務品質，此將有助於維持並提

昇顧客滿意及顧客忠誠度。 

五、有鑑於年齡、職業、學歷與不同收入的消費者在其忠誠度與服務

品質認知上均有顯著差異存在，故建議廠商可透過會員之購買行

為資料進行進一步分析，以作為產品規劃與設計之參考。 



 61 

附錄1  問卷 

您好: 

     本研究基於學術上的需求，很榮幸獲得台糖量販店(台中店)的支持與協

助，進行本問卷之調查。本問卷主要針對:您對於台糖量販店(台中店)服務品質

之顧客滿意度以及顧客忠誠度為主軸進行問卷訪查，懇請您惠賜時間撥冗填寫以

下的問卷，本問卷僅作為學術研究使用，絕不涉及個人隱私亦不作為其他用途，

請您放心填答。煩請您針對問題作答，並請勿漏填題目，以避免您的寶貴問卷成

為無效問卷，在此先感謝您的支持與配合！ 

敬祝:萬事如意 健康愉快                     

嶺東科技大學商務科技管理系 

指導老師：陳志樺 教授 

組員：孫家穎、詹宏涼 

陳彥穎、賴智群 

廖偉誠 敬上 

一、個人基本資料: 

1.性別:□男 □女 

2.年齡:□20 歲以下 □21-25 歲  □26-30 歲  □31-35 歲  □36-40 歲 

       □41-45 歲  □46 歲以上 

3.婚姻狀況:□已婚  □未婚  □曾結婚 

4.居住地是否為台中縣市:□是,_________區,鄉,鎮     □否,________市(縣) 

5.職業:□服務業 □工業 □商業 □學生 □家管 □軍公教 □其他__________ 

 

6.您的教育程度：□國中（含）以下□高中（職）□大學（含以上） 

7.您的家庭每月可支配所得: 

□20,000以下     □20,001~30,000   □30,001~40,000  

□40,001~50,000  □50,001以上 

 

 

 

 

問卷說明： 

以下請就您在台糖量販店(台中店)之購物經驗，針對各個題項從”非常滿

意”到”非常不滿意”的5個選項中，圈選出最符合您的狀況的選項，您只要仔

細按照實際的感覺填答即可。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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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品質的顧客滿意度 

非
常
不
滿
意 

 
不 
滿 

意 

 

無 

意 
見 

 

滿 
 
 
 

意 

 

非

常

滿

意 

1.賣場內外的環境寬敞乾淨 □    □    □    □    □

2.賣場音樂、裝潢、氣氛舒適 □    □    □    □    □

3.賣場位置易於停車或有停車場 □    □    □    □    □

4.賣場商品分類陳列、賣場動線規劃良好 □    □    □    □    □

5.賣場售後服務好（如退換貨之便利性等） □    □    □    □    □

6.台糖量販店的整體表現和我理想中的需求表

現相當接近 

□    □    □    □    □

7.我覺得賣場店員穿著整潔儀容端正 □    □    □    □    □

8.我覺得店員很樂意幫助顧客 □    □    □    □    □

9.我覺得店員會迅速、正確地提供服務 □    □    □    □    □

10.我覺得店員對顧客很有禮貌 □    □    □    □    □

11.我覺得能夠信任店員 □    □    □    □    □

12.我覺得店員知道顧客的需求 □    □    □    □    □

13.我覺得台糖量販店有一致性的產品及服務 □    □    □    □    □

14.我覺得台糖量販店營業時間長、方便購物 □    □    □    □    □

15.我覺得台糖量販店是一個安全的購物場所 □    □    □    □    □

16.我對台糖量販店的商品價格感到滿意 □    □    □    □    □

17.我對台糖量販店的商品品質感到滿意 □    □    □    □    □

18.我對台糖量販店的服務品質感到滿意 □    □    □    □    □

顧客忠誠度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9.我認為我是台糖量販店的忠實顧客 □    □    □    □    □

20.再購物時台糖量販店會是我的優先選擇 □    □    □    □    □

21.我不曾考慮換到其他量販店採購商品 □    □    □    □    □

22.我願意推薦台糖量販店給親朋好友或其他人

來購物 

□願意            □不願意

23.我會繼續到台糖量販店購物 □願意            □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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