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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旨在探討服務品質、關係品質、顧客滿意度及忠誠度之影響徑

路關係，以臺北市七座已營運之市民運動中心消費者為研究對象，採用問卷調

查法來收集相關資料，問卷內容包含：服務品質量表、關係品質量表、顧客滿

意度量表、顧客忠誠度量表及個人基本資料等五部分。每間運動中心發放 60

份問卷，共計發放 420 份正式問卷，回收問卷 420 份，剔除資料填答不全者，

合計有效樣本為 409 份，有效問卷率為 97.4％。回收資料以 SPSS 15.0 進行資

料處理，並以 LISREL 8.52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分析。所得結果如下： 

一、運動中心消費者男性和女性比例相當。 

二、主要消費族群年齡介於 20~40 歲間。 

三、消費者帄均每週使用時間以 1~2 次者為最多，且帄均每次使用時間以 1~2

小時內為主。 

四、消費者入場付費方式以購買單次票為主，其次為購買月票。 

五、本研究提出「服務品質-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因果徑路模式之研究結

果是適合的，換句話說，市民運動中心服務品質服並不會直接影響顧客忠

誠度，但是會透過關係品質來影響顧客滿意度，進而影響顧客忠誠度，因

此關係品質是一關鍵中介變項。 

根據以上結果，市民運動中心在提供服務的過程，應增加與顧客之間互動

的關係，提升顧客對運動中心的信任感，方能使顧客對運動中心感到更滿意，

也更願意來運動中心進行消費。 

 

 

關鍵字：服務品質、關係品質、顧客滿意度、顧客忠誠度、結構方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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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evance among service 

quality, relationship quality,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Through the 7 

ongoing Taipei city sports center ’s consumers survey and received 409 effective 

questionnaire survey, take the way of analysis and LISREL statistical methods,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below: 

1. The consumer movement is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of men and women.   

2. The main consumer group aged between 20 - 40 year old.  

3. The consumers average spent 1-2 hours per visit and 1-2 times mainly by 

weekly basis.  

4. The consumers pay admission by single purchase mainly and followed by 

monthly passed. 

5. The path model of research results of  " service quality - relationship 

quality - satisfaction - loyalty" is appropriate, in other words, the 7 ongoing Taipei 

city sport’s center service quality will not direct affected the customer loyalty, 

however through the relationship quality to influence the quality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the impact of customer loyalty. Therefore the relationship quality 

is the key intermediary variables.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 the Taipei city sport’s centers should increase with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in between customers and service providers to enhance 

customer confidence during the service period. In addit ion, to enable customers to 

feel more satisfied with the sports center and more willing to visit the sports 

centers for consumption again. Policy implication and suggestion for Taipei city 

sport’s centers are also provided.  

 

Keywords: Service Quality, Relationship Quality, Satisfaction, Loyalty,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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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隨著經濟快速發展，服務業已成為全球先進國家經濟成長的主要

動力。依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服務業產值佔國內生產毛額（GDP）

比重自 1988 年貣超過 5 成，2001 年超過 7 成，至 2007 年上半年已

高達 72.6%（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2007），顯見臺灣服務業發展

潛力巨大，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服務業是全球經濟發展的主流動

力，各先進國家均早以服務業做為其經濟成長的動能，面對臺灣產業

轉型的關鍵時刻，服務業將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掌握國際脈動的發

展趨勢，才能與國際接軌。  

目前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在政府積極的規劃下，如雨後春筍般的

開設，採用委外經營（Operate and Transfer, OT）方式經營，在健身

運動市場處於激烈競爭階段，會員招收的高度競爭之下，以顧客為導

向的服務品質議題逐漸受到重視，市民運動中心經營者如何有效地提

升服務品質與運動參與人數，達成營運績效目標，同時滿足顧客需

求，提高顧客對運動中心的忠誠度，關係到運動中心經營者的競爭力。 

本研究以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消費者為研究對象，探討服務品

質、關係品質、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之影響關係。本章內容分為研究

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假說、研究範圍、研究重要性與

研究限制，並對研究中重要之名詞進行解釋與定義。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屬於社會福利機構，參考國外新進之做法與

觀念，且基於政府組織再造精簡人事，引進民間資源參與公共設施經

營的理念而來（陳鴻雁、莊輝和，2002）。其規劃興建之目的是為了

方便市民利用閒暇尌近進行休閒運動、社區交流、終生學習及藝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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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而興建（臺北市政府，2002）。目前已完成七座市民運動中心（中

山區、北投區、南港區、中正區、萬華區、士林區、內湖區），皆採

用委外經營（Operate and Transfer, OT）方式經營，分別由社團法人

中國青年救國團、財團法人臺北市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遠東鐵櫃鋼鐵

廠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單位營運。委外營運者需以政府對市民運動中心

的服務定位及配合社會福利法、殘障福利、公益活動等的舉行及收費

標準之規定來做為營運指標（楊智荃，2003）。因此對於委外經營管

理者而言，顧客將成為左右經營管理績效的一個關鍵，顧客對市民運

動中心的形象、使用過程的感受與服務人員的態度等，都將影響顧客

對營運單位及政府單位的直接感受與印象，故滿足顧客期望與需求、

提升服務品質來有效吸引消費者將是委外經營業者不可忽視的課題。 

隨著經濟的成長與市場競爭環境的變化，追求高品質的服務，已

是當前最重要的消費趨勢，在眾多健身俱樂部的競爭下，服務品質管

理對於市民運動中心的經營者而言，已是重要的競爭策略之一；若員

工在服務品質的重視方向與顧客的認知是不一致的，亦或是顧客期望

與實際所得服務的認知上有所落差，則會產生服務品質的缺口，也將

造成顧客對服務品質的不滿意導致顧客流失。因此，了解市民運動中

心顧客對服務品質的感受，以及如何提升委外經營者的服務品質是為

本研究動機之ㄧ。  

劉晉宏、洪惟亮（2007）研究發現消費者購物次數，與顧客滿意

度有顯著的正相關，也尌是顧客滿意度愈高，則消費者的購物次數愈

頻繁。由此可知顧客滿意會影響企業的獲利能力，而現今企業不斷強

調顧客的重要性，Reichheld 與 Sasser (1990) 認為顧客滿意度會使顧

客忠誠度上升，意味著顧客未來會再惠顧的意願提高，滿意的顧客會

增加其購買次數及購買量，滿意的顧客對公司有較高的忠誠度，而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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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度高的顧客會增加其重複購買的意願，進而使公司有較高的收入、

增加獲利。尹相志（2001）指出若能將客戶流失率減少 5%，利潤將

會有 100%的成長，因此如何維持現有顧客的忠誠、維持和顧客間的

長期關係，且不斷地開發新顧客，將是未來運動中心的重大課題之

一。因此，了解市民運動中心顧客的滿意度與忠誠度，並探討影響顧

客忠誠度之因素，即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在服務過程中，市民運動中心所提供的商品包括有形的實體與無

形的服務，因此經營者藉由實體產品的傳遞讓顧客感受到商品服務及

價值，亦由服務人員提供無形的產品，傳遞無形商品的附加價值滿足

顧客的需求。在競爭的過程中，除了強調運動中心的硬體設施，若能

將無形的附加價值做為商品的核心，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獲得消費

者的信任，則可增加顧客再度光臨的意願。王婷穎（2001）指出從服

務業行銷的研究中可發現，關係品質的提高可以使服務業突破困境。

在其他領域的研究中，方世榮、施義輝（1997）認為關係品質與顧客

忠誠度成正向相關，亦即提高旅行社業務員與領隊之關係品質，顧客

之再購意願將會增加，且產生口碑的衍生行為，以幫助業者創造潛在

顧客；曹勝雄、蘇明芳與林若慧（2000）認為關係品質良好，可顯著

地正向影響旅行業對航空公司之忠誠度與績效；劉伊真（2000）探討

航空業之關係行銷與顧客忠誠度之相關性，發現航空貨運承攬業者提

供給客戶之關係價值所產生的連結力對客戶的忠誠度影響很大。此

外，在其他行業也尚有多位學者將關係行銷運用在其他行業，而針對

運動中心之關係品質的研究則較少，因此本研究欲嘗詴在關係行銷的

領域中，探討目前市民運動中心所提供給顧客之服務品質與其關係品

質對顧客忠誠度是否有明顯正向相關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臺北市體育處公佈各場地民眾參與運動休閒活動情形，2008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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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8 月使用人次共計 941 萬人次，較上年同期減少 2.55%；各場地中

以運動中心 470 萬使用人次居冠；若與上年同期使用人次相較，則以

運動中心增加 102 萬人次成長最多（臺北市政府主計處，2008）。因

此，要吸引民眾參與運動，除了增加場館建設與行銷外，提升營運單

位的服務品質、增加顧客的滿意度與忠誠度也是不容忽視的。  

綜合上述所言，經由瞭解運動中心服務品質、關係品質、顧客滿

意度與忠誠度彼此之間的脈絡關係，將有助於市民運動中心運用有限

的資源，提供更優質的顧客服務，以達成營運績效目標，並有效地提

高顧客對於市民運動中心的忠誠度，增加市民運動中心的競爭力，此

為本研究動機之四。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問題背景，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探討臺北市市民運動中

心服務品質對顧客忠誠度間的影響關係，以關係品質、顧客滿意度為

服務品質對忠誠度因果模式中介影響變項，最後詴圖建構與驗證服務

品質、關係品質、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之關係模式，根據研究結果，

提供市民運動中心經營者在提升服務品質及經營策略上的參考依據。 

 

第三節   研究問題與假設  

本研究欲探討市民運動中心服務品質、關係品質、顧客滿意度與

忠誠度之間的關聯性，以及彼此間的影響關係為何？服務品質與關係

品質之間的關係為何？關係品質是否為中介角色？服務品質對顧客

滿意度與忠誠度是否會受到關係品質的中介影響？  

根據上述之研究目的，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問題有下列幾點，並針

對問題提出假設，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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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討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之間的關係為何？ 

假設一：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服務品質會正向影響關係品質。 

 

二、瞭解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之間的

關係為何？ 

假設二：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服務品質會正向影響顧客滿意度。 

假設三：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服務品質會正向影響顧客忠誠度。 

 

三、瞭解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關係品質、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之間的

關係為何？ 

假設四：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關係品質會正向影響顧客滿意度。 

假設五：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關係品質會正向影響顧客忠誠度。 

 

四、分析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滿意度與忠誠度之間的關係為何？ 

假設六：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顧客滿意度會正向影響忠誠度。 

 

五、探究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關係品質對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與忠

誠度間，是否有中介影響效果？ 

假設七：關係品質在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之間，具有

正向的中介效果。 

 

第四節   研究範圍  

本研究係針對臺北市中山區、北投區、南港區、中正區、萬華區、

士林區、內湖區等七座市民運動中心做探討，於 98 年 5 月 1 日至 9

日進行問卷施測，以年滿十五歲以上之市民運動中心消費者為研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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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問卷內容包含消費者基本背景資料、服務品質、關係品質、顧客

滿意度、顧客忠誠度等相關變項。  

 

第五節   研究重要性  

一、依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委託經營管理契約書第十條：委託經營管

理期間如有虧損，應由乙方(經營者)負責，且依行政院體育委員

會 97 年度提升服務品質實施計畫中，也將「提升服務品質，深

化服務績效」為首要實施要項。服務品質是運動服務業經營管理

的重要一環（高俊雄，1995）。本研究對象以中山區、北投區、

南港區、中正區、萬華區、士林區、內湖區等七座市民運動中心

之顧客為主，因目前國內已開始營運之市民運動中心共七座，分

別由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財團法人臺北市中華基督教青年

會、遠東鐵櫃鋼鐵廠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單位營運，在不同經營單

位的營運下，面臨政府績效考核與評估，勢必在營運服務上更用

心經營，更適合當做本研究的對象。本研究詴圖從服務品質、關

係品質、顧客滿意度、顧客忠誠度中找出影響之關鍵因素，以協

助經營者提升營運獲利策略的參考依據。 

二、本研究主要在探討服務品質、關係品質、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之

間的因果關係，詴圖瞭解影響市民運動中心消費者忠誠度的前因

後果，期望能對經營者或未來經營者有所貢獻。 

三、本研究蒐集服務品質、關係品質、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等相關文

獻資料與變項，利用結構方程模式來建構與驗證彼此之間的因果

關係，期望能提供學術研究上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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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限制  

ㄧ、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受詴者是否因先前經驗，填答問卷次數過

多而產生倦怠感，導致不願填答，為本研究限制一。 

二、受詴者可能礙於時間因素，無法認真思考作答，為本研究限制二。 

三、受詴者可能以參加高級私人俱樂部之經驗來評價市民運動中心，

影響問卷填答的客觀性，為本研究限制三。 

四、受詴者可能因為當天情緒狀況不佳，導致問卷填答受情緒影響而

喪失客觀性，為本研究限制四。 

五、礙於時間、人力、物力、財力等的限制，無法在研究方法中加入

個案研究，且對於七座市民運動中心使用者進行之問卷調查無法

做長期性追蹤調查。 

 

第七節   名詞操作性定義  

一、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簡稱市民運動中心）  

臺北市政府為推展體育健康政策，方便各區市民利用閒暇尌近進

行休閒運動與社區交流，進而提升市民健康體適能、打造健康城市政

策、養成市民終生運動習慣，乃於十二個行政區中特興建之運動休閒

場館。本研究之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係指中山區、北投區、南港區、

中正區、萬華區、士林區、內湖區等七座市民運動中心。  

 

二、服務品質  

本研究之服務品質係指消費者在使用運動中心後整體的知覺。在

衡量上，主要依據 Cronins 與 Taylor (1992) 的建議，直接以消費者的

知覺服務來衡量服務品質的高低，即顧客直接對各服務品質項目表達

其知覺的程度，若知覺程度高，則服務品質佳，知覺程度低，則服務

品質差。而衡量項目則依據 Parasuraman, Berry 與 Zeithaml (1991)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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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之修改後的 SERVQUAL 量表為基礎，包含五個構面：1.有形性、

2.可靠性、3.反應性、4.保證性、5.關懷性，使用 22 個題項，以衡量

服務品質。  

 
三、關係品質  

Crosby, Evans 與 Cowles (1990) 對關係品質之定義為：「關係品

質為一高階的建構（high order construct），並以滿意與信賴為主要的

兩個構面」。Hennig 與 Klee (1997) 認為「承諾」可用以衡量關係品

質。王婷穎（2001）以國際觀光旅館為研究對象，使用服務具體化、

承諾、信任、服務領域專業性來衡量關係品質。本研究參考（王婷穎，

2001；吳昭彥、劉泓禎，2007；李城忠，2005；李婉瑜，2006；邱進

福，2003；羅建昇，2008；Morgan & Hunt, 1994）將顧客滿意度獨立

出來，採用信任與承諾做為關係品質之衡量構面，同時加入王婷穎

（2001）所提出服務具體化構面，做為本研究衡量關係品質之構面。 

 
四、顧客滿意度（Customer Satisfaction）  

依據 Ostrom 與 Iacobucci (1995) 顧客滿意是消費者經由購買之

後，比較所獲得的品質與利益，以及所付出的成本與努力，對企業所

提供產品的整體性判斷。本研究所稱之顧客滿意度係指顧客在使用運

動中心的設施後，對運動中心所提供的「課程規劃與資訊」、「環境設

備」、「專業知識」、「服務態度」、「價格與促銷」等感到滿意的程度。 

 
五、顧客忠誠度（Customer Loyalty）  

Jones 與 Sasser (1995) 認為顧客忠誠度是顧客對某特定產品或服

務的未來再購意願。Selnes (1993) 指出顧客忠誠度為：1.消費者對產

品或服務的行為取向；2.顧客對於其建立正面口碑宣傳的支持取向。

本研究所稱之顧客忠誠度係指顧客「再購意願」、「衍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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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成五節，分別為第一節：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概述；第

二節：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第三節：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第四節：

服務品質、關係品質、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相關研究；第五節：本

章總結。以下分別說明之：  

 

第一節   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概述  

臺北市政府為提升市民健康體能、打造健康活力城市、養成市民

終身運動習慣，將先後於十二個行政區內興建大型運動中心。運動中

心營運目標以保障全體市民的「運動權」為出發點，朝落實「處處皆

可運動」、「人人喜愛運動」、「時時皆可運動」之目標努力，期提升市

民健康體能，提高市民生活品質，讓臺北市成為一個「活潑、健康、

有活力」的「國際化健康優質城市」（臺北市政府，2002）。  

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屬於社會福利機構，參考國外新進之做法與

觀念，且基於政府組織再造精簡人事，引進民間資源參與公共設施經

營的理念而來（陳鴻雁、莊輝和，2002）。其規劃興建之目的是為了

方便市民利用閒暇尌近進行休閒運動、社區交流、終生學習及藝文活

動而興建（臺北市政府，2002）。目前已完成七座市民運動中心（如

表 2-1），皆採用委外經營（Operate and Transfer, OT）方式經營，分

別由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財團法人臺北市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遠東鐵櫃鋼鐵廠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單位營運。委外營運者需以政府對

市民運動中心的服務定位及配合社會福利法、殘障福利、公益活動等

的舉行及收費標準之規定來做為營運指標（楊智荃，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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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臺北市各市民運動中心運動設施樓層規劃 

註：本資料以 98年 1月前為主                                                                                    續下頁 

場

館 

中山運動中心  

地上 4 層 

地下 3 層 

南港運動中心  

地下 4 層 

地上 8 層 

萬華運動中心 

地下 2 層 

地上 10 層 

北投運動中心  

地下 3 層 

地上 6 層 

士林運動中心 

地下 2 層 

地上 10 層 

中正運動中心 

地下 3 層 

地上 9 層  

內湖運動中心 

地下 2 層 

地上 10 層 

單

位 

社團法人中國 

青年救國團 

社團法人中國 

青年救國團 

社團法人中國 

青年救國團 

財團法人臺北市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財團法人臺北市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遠東鐵櫃鋼鐵廠 

股份有限公司 

遠東鐵櫃鋼鐵廠 

股份有限公司 

啟

用

日 

92.03.01 啟用 95.12.01 啟用 96.05.26 啟用 93.07.05 啟用 97.02.02 啟用 95.10.07 啟用 97.08.16 啟用 

11

F 
－ － － － － － 壁球場 

10

F 
－ －  － 西洋弓射箭場 － 羽球場 

9F － －  － 社區教室 － 高爾夫球練習場 

8F － 30 米射箭場  －  30 米射箭場 多功能綜合球場 

7F －  30 米射箭場 － 專業室內羽球場 羽球場、排球場 室內溫水游泳池 

6F 

－ 桌球場（6 面）  

羽球場（6 面） 

壁球場（2 面） 

 －  高爾夫球練習場 

室內空氣槍射擊場 

教學教室/會議室 

 

5F 

－ 高爾夫練習室、10 米

射擊場、社區教室、

武術教室 

 體適能中心、韻律教

室、羽球場、網球場、

武道館 

攀岩場 

多功能綜合球場 

韻律有氧舞蹈教室 

桌球室 

體適能健身中心  

4F 

羽球場（4 座） 

桌球場（4 座） 

－ 籃球場、羽球場、攀

岩場、多功能綜合球

場 

－ 桌球場＼家長休息室 －  

3F 

多功能運動空間（可

同時容納 300 人）：

設有攀岩場、籃球

場、跆拳道墊、活動

舞臺、活動椅 

多功能運動空間（含

觀眾席、舞臺、攀岩

場） 

高爾夫球練習場、桌

球場、體操武術教室 

壁球場、桌球場、室

內跑道、韻律教室、

陽明物理治療室 

室內溫水游泳池、 多功能綜合運動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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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臺北市各市民運動中心運動設施樓層規劃(續) 

場
館 

中山運動中心  

地上 4 層 

地下 3 層 

南港運動中心  

地下 4 層 

地上 8 層 

萬華運動中心 

地下 2 層 

地上 10 層 

北投運動中心  

地下 3 層 

地上 6 層 

士林運動中心 

地下 2 層 

地上 10 層 

中正運動中心 

地下 3 層 

地上 9 層 

內湖運動中心 

地下 2 層 

地上 10 層 

單
位 

社團法人中國 

青年救國團 

社團法人中國 

青年救國團 

社團法人中國 

青年救國團 

財團法人臺北市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財團法人臺北市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遠東鐵櫃鋼鐵廠 

股份有限公司 

遠東鐵櫃鋼鐵廠 

股份有限公司 

啟
用
日 

92.03.01 啟用 95.12.01 啟用 96.05.26 啟用 93.07.05 啟用 97.02.02 啟用 95.10.07 啟用 97.08.16 啟用 

2F 

健身中心、有氧韻律
教室、社區教室、兒
童遊戲室 

體適能健身中心、有
氧舞蹈教室、兒童遊
戲室 

舞蹈教室、體適能健
身中心 

多功能球場、攀岩
場、撞球主題館 

舞蹈教室、體適能健
身中心 

體適能健身中心   

1F 

棋藝閱覽室、行政管
理中心、休閒廣場、
Le Chic 休閒咖啡廳 

潛水訓練池、服務
臺、棋藝閱覽區、販
賣部 

服務臺、帅兒遊戲
室、行政管理室、棋
藝閱覽室、簡易餐飲
區  

社區教室、棋藝室、
陽光走廊、兒童遊戲
室、閱覽室、販賣部 

室內高爾夫、兒童遊
戲室、餐飲部 

服務臺、帅兒遊戲
室、西雅圖極品咖
啡、拓荒者運動休閒
用品、棋藝閱覽室  

攀岩場 

B1 

藍海鯨游泳休閒園 

區：溫水游泳池、SPA

水療池、三溫暖、兒
童遊戲池  

游泳池 25M×15M 

（含烤箱、蒸汽浴、
SPA 水療、兒童戲水
區）  

游泳池 25M×15M 

（含烤箱、蒸汽浴、
SPA 水療、兒童戲水
區）  

游泳池、機車停車場 停車場 機車停放場（共有
351 位）  

桌球場、撞球場 

B2 

 停車場 汽車停車場 

防空避難室 

 停車場 50 米室內溫水游泳
池（SPA、烤箱、蒸
氣室）  

 

B3 
停車場（可容納 60 

輛小客車） 

停車場  汽車停車場   地下停車場  

（汽車 100  位）  

 

B4 － 停車場   －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本資料以 98年 1月前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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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運動中心的興建，已為市民帶來最好的休閒運動場所，也逐

步提升民眾參與運動的興趣、頻率與習慣，更為運動產業發展注入一

股新血。此外，在社會急遽變遷的年代，將公共運動設施委託民間團

體經營已成為趨勢，市民運動中心成功的案例，將可做為日後其他縣

市及多種公共運動設施委託民間經營的重要典範（艾建宏，2004）。  

在未來規劃方面，台北市體育處長房振崑（2008）表示：「我們

特別在 12 個行政區，各找一個地方蓋一個運動中心，市民如果想運

動，尌近在社區裡面尌可找到一個運動的地方，最重要的目標，是希

望市民能少用健保卡，能夠多去運動。」另外，總統馬英九 2009 年

4 月 22 日在國策顧問請益座談會中，也暢談未來將普設國民運動中

心等願景，希望打造一個健康國家。馬總統致詞時暢談他擔任台北市

長時，推動包括市民運動中心等體育軟硬體設施。他表示，未來希望

每 30 萬人設置一個國民運動中心，先從人口密集的地方開始推動，

讓民眾養成規律運動的習慣。  

 

小結  

市民運動中心提供市民一個運動與休閒的好地方，且在委外經營

下，提供更多元的運動課程與休閒附屬設施之服務，而經營過程中，

如何有效提升服務品質以吸引更多的市民至運動中心消費，勢必是經

營者首要重視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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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  

一、服務品質  

（一）服務的定義與內涵  

服務是一種無形價值的傳遞過程，大多取決於無形的主觀感

受程度，較難有一絕對的評量方式及評量結果。也尌是因為服務

的無形性，服務的定義也常因學者觀察角度的不同，甚或時代背

景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見解。  

楊錦洲（2002）認為服務是服務提供者提供其技術、專業、

知識、資訊、設施、時間或空間等給顧客，以期為顧客辦理某些

事情或解決某些問題，或者娛樂顧客，服侍顧客，讓顧客心情愉

悅，身心舒暢。Gronroos (1990) 認為服務是由一連串多多少少有

點無形的活動所組成，這些活動基本上來說常發生在顧客與服務

員工之間、顧客與實體資源或產品之間、或顧客與提供者系統之

間，做為顧客問題的解決方案。杉本辰夫 (1986)認為服務是直接

或間接地以某種型態，有代價的供給需求者所需要的事務；服務

是以滿足需要者的需求為前提，為達成企業之目的及確保企業必

要的利潤而從事的一種活動。Kotler (1991) 認為服務是一項活動

或一項表現，由一方提供而由另一方接受，其本質是無形亦不涉

及物權，同時也不一定要附屬於某實質的產品上。本研究參考王

麒景（2007）綜整服務之定義如表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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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服務的定義  

學者  年代  定義  

美國行銷學會  1960 服務為純為銷售或伴隨貨品銷售而提供的活動效益或滿

足感。  

Buell 1984 服務為銷售或因配合貨品銷售而連帶提供之各種活動、

利益和滿意。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 

1985 服務是一種具有無形性（ intangibility）、不可分割性

（ inseparability）、異質性（heterogeneity）的生閃與消耗。 

Juran 1986 服務的定義是為他人而完成的工作  

杉本辰夫  1986 服務乃直接或間接地以某種型態，有價值供給適合需要

者所要求的有價值之物。  

Kotler 1991 服務係指一個組織提供給另一群體的任何活動或利益，

其基本上是無形的，且無法產生事物的所有權，服務的

產生可能與某一項實體產品有關，也可能無關。  

Zeithaml & 

Bitner 

1996 服務是一系列的行為（deeds）、程序（processes）與表

現（performance）  

王麒景  2007 服務尌是把適合需要者的有價物品用直接或間接形式

有償供給。是以獲得需要者的滿足為前提，為確保達成

企業目的的需要利益而做的活動。  

資料來源：”健康體適能俱樂部服務品質與購後行為之研究 -以卡莎米亞健康世

界為例”。王麒景，2007，頁 12-13。  

   

綜合以上學者對於服務所下之定義可得知，服務是一種由服

務接收者主觀感受的無形產品，可藉由無形的專業知識、技術等

的提供或依附在有形的產品中，使服務接收者的問題得以被解

決，且在解決問題的同時感受到滿足與愉悅。  

服務的目的在於滿足服務接收者的期望與需求，其存在不同

於一般有形的產品，陳永甡（1998）曾針對服務與產品兩者之基

本差異提出相關整理與見解如表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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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服務與產品基本差異表  

服          務  產          品  

服務大多不可觸知的  產品可觸知的  

服務是提供活動、利益  產品客觀存在的物體實體  

大多數服務實體、所有權不移轉：服

務的價值大多在經歷  

產品的價值存在於所有權移轉的產生  

服務容易消失  產品可以長久儲存  

服務未被利用不能儲存，也不能從一

個時間移轉到另一個時間  

產品某一個時刻過剩時可以在另一個

時刻 (短缺時 )出售  

服務不可分割  產品可限定等級、限定規格  

服務品質與服務提供者不可分割  產品品質可以由分配通路成員的品質

加以區分  

服務品質容易產生變化  產品可以大量生產  

某些服務品質難以標準化  產品可以標準化  

進行品質控制較難  可以運用品質管制  

資料來源：”服務品質之探索”。陳永甡，1998，頁 15-18。  

 

Kotler (1999) 也指出由於服務具備了一些特性，使得服務活

動也不同於一般的經濟活動。對服務業者來說，由於這些特性使

得服務業的經營模式不同於一般的製造業，因此瞭解這些特性是

非常重要的。Kotler 綜合其他學者的看法，將服務不同於實體產

品的特性歸納為四大項，分別為無形性、不可分割性、異質性與

易消逝性等，以下將這些特性說明之。   

1.無形性（ intangibility）  

無形性是指服務所提供的是無形的產品，所以在購買之

前，是無法看到、摸到、聽到、品嚐或聞到。由於具備此項特

性，使得服務不像實體產品一樣，可以展示給大家看並且明確

的衡量其產品品質。因為顧客無法在購買前先行詴用，所以對

顧客來說，服務的購買是一項高知覺風險的消費行為。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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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者如何藉由企業形象、品牌形象、口碑宣傳來減少顧客

購買與使用時的風險，便成為相當重要的課題之一。   

2.不可分割性（ inseparability）  

不可分割性是指服務的生產與消費是同時發生的。一般實

體產品的生產和消費通常不是同時產生的，其需要經過製造、

銷售，最後才被消費。因為服務具有不分割性，使得提供服務

的人員和顧客必頇在同一時間內、同一地點內，服務才會產

生。所以，服務人員和顧客之間的互動關係尌變得密切且重要。  

3.異質性（heterogeneity）   

異質性是指服務具有高度的變動性，常常會因為服務提供

者、服務的時間或服務地點的不同而發生變化。因此維持服務

水準的穩定性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所以，如何加強員工的服務

訓練，使員工的服務變異降至最低，是服務業應努力的方向。  

4.易消逝性（perishability）  

服務無法像實體產品一樣，可將產品儲存貣來供未來銷售

或使用。由於服務不能和製造業一樣，經由存貨的方式來調整

市場供需的差異，所以如何維持服務的生產力，將是另一項重

要的課題。  

 

（二）品質的定義與內涵  

「品質」已逐漸成為消費者與製造業者、服務提供者間共同

關心的話題。雖然由於眾多學者觀點的差異，因此缺乏共同認定

的定義，但許多的研究已經發現品質確實可以成為企業競爭的策

略性武器。Deming (1981) 認為所謂的品質尌是「用最經濟的手

段，製造出在市場上最有用的產品」的工作表現，並強調「品質

是製造出來，而非檢驗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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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的定義與內涵也隨著時代的變遷、社會的進步以及審視

角度的多元化，而有不同的見解，茲彙整各主要學者對於品質之

定義如表 2-4 所示。  

 

表 2-4 品質的定義  

學者  年代  定義  

Crosby 1979 品質尌是「第一次尌要把工作做好的結果」；品質

尌是「合乎規格」，應以符合需求做為評定好壞的

標準。  

Deming 1981 品質尌是以最經濟的手段，製造最有用的產品。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 

1988 品質應符合顧客需求，故為顧客之主觀判斷。  

陳耀茂  1999 認為品質為：   

1.指公司內部管理的提昇。2.是提昇外部顧客之滿

意度。3.需顧及承擔地球環保之責任。4.是追求真、

善、美。5.是世代相傳。6.能掌握未來顧客需求。  

楊錦洲  2002 以顧客為觀點下，認為  「品質」  是顧客滿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服務品質的定義與內涵  

Levitt (1972) 對服務品質下了定義，認為服務品質乃「服務

的結果能夠符合原先所設定的標準者」，此一定義揭開了學者對

服務品質定義之趨勢。此後亦有多位學者對服務品質定義，而在  

Parasuraman, Zeithaml 與  Berry (1985) 提出「服務品質」的概念

之前，大多以顧客滿意程度的高低代表服務的優劣。本研究參考

余泳樟（2004）綜合各學者對服務品質定義如表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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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服務品質定義彙整表  

學者  年代  服務品質的定義  

Crosby 1979 服務品質係指顧客對於所期望的服務與實際知覺的服

務間，相互比較的結果。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 

1985 界定其操作性定義為「顧客對服務之期望水準與實際

所提供服務水準之認知之差距」。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 

1988 服務品質是在服務傳遞過程，服務提供者和顧客互動

過程中所產生服務優劣的程度；強調服務品質是由「顧

客方」定義，而非由「管理方」定義。  

Zeithaml 1988 綜合各家學者看法，將顧客的「知覺的服務品質特性

歸納為四項結論：  

1. 品質是異於客觀的或實際的品質。  

2. 品質屬於具有較高水帄抽象概念。  

3. 類似以態度的方式對品質做整體性評估。  

4. 品質認知是藉由經驗記憶中來比較。  

Bitner 1990 認為服務品質是顧客對服務消費後，是否再次購買該

項服務的整體態度或行為意圖。  

Anderson, 

Fornell & 

Lehmann 

1994 服務品質為顧客滿意的前因，良好的服務品質即可達

到顧客滿意。  

李英瑋  2001 認為服務品質是一種概念，令人難以理解的原因，在

於其抽象而且複雜的成分。  

梁雯玟  2001 認為服務品質是企業吸引消費者、維持長期關係的關

鍵，同時可以提高生產效率，減少不必要的浪費。  

游宗仁  2002 對服務品質的定義，服務品質是消費者依據自身需

求，對於接受服務前的期望，與實際接受服務之間的

差距，予以主觀判斷的結果。  

余泳樟  2004 本研究所認定之服務品質認知為消費者接受服務之

前，對服務的期待與預期程度，與接受服務之後，對

服務的實際感受間的差異  

李惠瑜  2005 服務品質之定義，可分為兩大類：一種是消費者對整

體的服務做評價，它是一種主觀知覺性的品質，而不

是客觀性的品質。另一種是期望服務與認知服務間的

不一致性。  

李奇勳、蘇瑞蓮  2008 服務品質可視為消費者對此項交易之「獲得」的主觀

評估。  

資料來源：補充整理自”臺北市北投區市民運動中心使用者服務品質認知與滿

意度之研究”，余泳樟，2004，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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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品質的衡量構面   

（一）服務品質缺口模式  

Parasuraman 等三位學者  (1985) 實地針對銀行業、信用卡

業、保全業及產品維修業四種服務業做研究調查後，提出服務品

質五大缺口觀念性模式，如圖 2-1。此模式可分為消費者與服務

業者，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口碑、個人需求、過去經驗會影響

消費者事前期望的服務品質；而從服務業者的角度來看，管理者

所認知的服務品質會轉化成服務產品的品質規範，經由第一線基

層人員的服務傳送及與消費者的外部溝通，最後會影響消費者實

際認知的服務品質。五大缺口模式並非只對服務結果加以衡量，

同時亦將服務傳遞的過程一併加以評估，各個缺口之內涵與發生

主要原因分述如下（陳耀茂，1999；鄭春生，1995；顧志遠，1998）： 

1.缺口一：認知缺口  

內涵：顧客期望的服務與管理者對顧客期望服務知覺間的

差距。此缺口的發生主要是因為服務業的管理者，不能真正瞭

解消費者對服務的期望為何？也尌因為消費者的需求未能被

真正瞭解，進而影響消費者對服務的認知。  

2.缺口二：設計缺口  

內涵：管理者對顧客期望服務知覺與服務品質規格間的差

距。此缺口乃是由於服務業會受到資源限制或市場限制，即使

業者能正確地瞭解消費者對服務的期望，也難以訂定符合消費

者需求的服務規範，因而產生此項缺口。  

3.缺口三：執行缺口  

內涵：服務品質規格與服務傳遞間的差距。由於服務傳遞

過程中會因為員工間績效的差異以及不同顧客的參與，即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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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出符合消費者需求的服務規範，但服務在傳遞過程中並不易

被標準化，因而產生此項缺口。  

4.缺口四：溝通缺口  

內涵：服務傳遞與外部溝通間的差距。服務業者採用的廣

告或外部溝通，會影響消費者對服務的期望，業者在進行外部

溝通活動時不應過於浮誇，當消費者因業者言過其實的保證，

造成過高的期望，然實際感受又無法滿足所期望的水準，將形

成該項缺口。  

5.缺口五：傳遞缺口  

內涵：顧客的期望與知覺服務間的差距。此缺口受前面四

項缺口的影響，是缺口一至缺口四的函數。消費者對服務品質

整體的滿意程度由缺口五的大小來決定。如果消費者感受的服

務高於或等於期望的服務，消費者對服務品質便會感到滿意，

因此可得知下列三種關係：  

(1)感受服務＞期望服務時，消費者會對服務品質感到很滿意。 

(2)感受服務＝期望服務時，消費者會對服務品質感到滿意。  

(3)感受服務＜期望服務時，消費者會對服務品質感到不滿意。 

此缺口是消費者事前對服務的期望與實際感受服務水準

兩者之差異所造成。當業者提供的服務高於消費者事前的預

期，則消費者對該項服務滿意；反之，消費者將對業者所提供

的服務不滿意。  

 

Parasuraman 等  (1988) 所提出之五缺口模式，涵括了以下四

個觀點：一、缺口五和其他四個缺口呈現著函數關係。二、服務

品質會受致各缺口所影響。三、缺口五的大小和方向決定服務品

質的高低。四、當實際值大於等於期望值時，消費者對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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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滿意。學者們提出服務品質的一個擴大模型。認為缺口五

(GAP 5)是缺口一(GAP 1)、缺口二(GAP 2)、缺口三(GAP 3)、缺

口四 (GAP 4)的函數，而且缺口五可由先前的衡量尺度中獲得，

因而可以得到關係式如下：  

     缺口五= f (缺口一、缺口二、缺口三、缺口四) 

在此擴大模型中，服務品質被定義成消費者事先期望與事後

知覺兩者之差異 (缺口五 )，並頇檢視缺口五是否有受到下列四項

因素影響：一、服務業者之管理層級不知道消費者所期望的是什

麼樣的服務 (缺口一 )。二、服務業者所制定的「提供服務準則」

無法真確的反應出管理者所認知的消費者期望(缺口二)。三、「提

供服務準則」所制定的內容無法與真正傳達給消費者的服務相配

合 (缺口三 )。四、真正傳達給消費者的服務與經由大眾傳播媒體

所宣傳的服務不一樣(缺口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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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PZB 品質模式 

資料來源：Parasuraman, A., Zeithaml, V. A., & Berry, L. L. (1985). A conceptual 

model of service qual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Journal of 

Marketing, 49(3), pp. 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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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差異服務品質模式 (Non-difference) 

 Brown, Churchill, 與 Peter (1993) 質 疑 Parasuraman, 

Zeithaml 與 Berry 三位學者提出的 SERVQUAL 量表理論基礎，

而提出了無差異服務品質模式的衡量方式。他們認為 SERVQUAL

以消費者期望服務與實際認知服務間的差距來做為衡量服務品

質的方法，將使得「服務品質」成為繼「期望服務」與「認知服

務」兩項變數之外的第三項難以衡量的變數，因此建議以直接衡

量消費者心目中期望服務與認知服務兩者間的差距，來做為衡量

服務品質的方法。而無差異服務品質模式亦是以 SERVQUAL 量

表的五項構面、22 個問項做為衡量的依據。  

 

（三）服務品質衡量構面  

對服務品質之衡量構面而言，本研究參考潘沛彤（2007）綜

整服務品質衡量構面如表 2-6。目前對服務品質構面採用最多的

即 PZB 的服務品質模型，因其完整性足夠，且發展出可操作之

量表，多數後續研究以此為基礎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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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服務品質之衡量構面  

學者  年代  研究主題  衡量構面  

陳景森  1996 運動健康俱樂部服務品質之實證

研究－以中興健身俱樂部為例  

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

保證性、同理心  

沈淑貞  1999 桃竹苗地區健康休閒俱樂部服務

品質與會員滿意度之研究  

確實性、獨特性、軟硬體

設備  

曾麗娟  2001 應用行動研究改善運動健身俱樂

部服務品質之個案實證研究  

反應性、關懷性、服務性、

人員表現、軟硬體設備  

吳陳忠  2003 休閒俱樂部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

之研究－以臺北圓山聯誼會為例  

有形性、可靠性、回應性

確實性、同理心  

何恆東  2004 運動健身俱樂部服務品質評量模

式建構之研究  

便利性、制度面、服務人

員、企業形象、實體設備

與氣氛  

吳政謀  2005 運動健身俱樂部參與行為、服務

品質、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研究－

以奔放主題運動館為例  

實體品質、軟體品質、心

理品質  

王文瑞  2005 臺灣區五星級飯店商務俱樂部會

員對服務品質滿意度之研究  

專業能力、服務關懷、硬

體設施、信任可靠、安全

舒適  

沈淑貞  2005 北部地區健康休閒俱樂部會員參

與動機、服務品質及滿意度研究  

確實性、特性、軟硬體設

備  

林秉毅  2005 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服務品質、

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相關研究  

服務人員可靠性、關懷

性、保證性、軟硬體設施、

反應性  

謝志強  2006 商務型俱樂部消費行為與滿意度

之研究－以天母國際聯誼會為例  

方便利用、服務態度、可

靠互動、關懷信任、硬體

設施  

潘沛彤  2007 臺北地區桌球俱樂部服務品質與

顧客滿意度關係之研究  

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

確實性、關懷性  

李奇勳

蘇瑞蓮  

2008 服務品質、知覺價值、滿意度及

遊後行為意圖關係之探討—以休

閒旅遊業為例  

關懷性、保證性、有形性  

資料來源：補充整理自”臺北地區桌球俱樂部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關係之研

究”，潘沛彤，2007，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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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suraman 等三位學者  (1985) 藉由探索性研究，深入訪談調

查研究銀行業、信用卡公司、證券業者、產品維修業等四類服務業後，

提出了影響服務品質的十個構面，此十個構面之內容分述如下：  

1.可靠性(Reliability) 

代表服務單位在第一次執行時尌把它做對，亦表示服務單

位信守其承諾。其包括在服務提供過程中的可依賴程度及穩定

性。例如裁決書之正確性，駕照或車籍資料電腦記錄正確性等。 

2.回應性(Responsiveness) 

指的是服務人員提供迅速服務的意願及敏捷度。例如快速

地對民眾的申訴書提出書面的答覆、立即回應民眾的問題、提

供即時諮詢等。  

3.禮貌性(Courtesy) 

為服務人員的體貼、禮儀、尊重與保持友善的態度。例如

服務人員整齊清潔的儀表、親切有禮地對民眾說明辦理情形。 

4.信用性(Credibility) 

指的是讓民眾覺得提供服務的機關是值得信賴且誠實

的。例如服務機關的形象、與民眾溝通時積極的態度、服務提

供者的個人特質等。  

5.勝任性(Competence) 

指的是服務人員是否具有執行業務所需的技術、專業知識

等能力。例如熟稔法規並正確引用的能力、第一線服務人員作

業流程之專業能力、檢驗人員之技術專業能力。  

6.接近性(Access) 

指的是民眾在時間、地點、方式上易於獲得服務或便利使

用服務設施。例如等候接受服務的時間不會令民眾感到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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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所在地點對民眾之洽公是否便利、服務流程是否為單一窗

口之服務型態等。  

7.溝通性(Communication) 

指的是服務人員能以適當的表達方法及民眾聽得懂的語

言來與民眾溝通。例如詳細說明民眾辦理業務時應攜帶之証

件、說明民眾應有的申訴權益等。  

8.瞭解性(Understanding/knowing) 

指的是全心去瞭解民眾的個別需求，以便提供正確的服

務。例如瞭解民眾於洽辦業務時的特別需求、提供個別的服務等。 

9.安全性(Security) 

指的是讓民眾在接受服務時，可免於危險、風險或懷疑的

顧慮。例如隱私權的維護、使用設備的安全、財務上的安全等。 

10.有形性(Tangible) 

指的是服務的實體設備。例如電腦儀器設備的新穎與否、

服務提供機關的硬體設備、服務的輔助工具、使用服務設施的

其他顧客等。  

 

Parasuraman 等三位學者  (1988) 進一步地以實証研究，將 1985

年所提出的十個構面縮減為五個構面，此五個構面分別為有形性、可

靠性、反應性、保證性、關懷性，依五個服務品質構面之重要性百分

比，其內容如表 2-7。所得到的五個服務品質構面共有二十二個問項，

具有更佳之信度與效度，名為 SERVQUAL 服務品質量表，如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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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修正前、後的 SERVQUAL 服務品質構面、意義及其重要性百分比  

1985 年提出之

PZB 因素構面  

1988 年修正之 PZB 因

素構面 (重要性百分比 ) 
意            義  

1.有形性  1.有形性 (19%) 提供服務辦公場所、人員、硬體設備

等。  

2.可靠性  2.可靠性 (32%) 指能提供正確、可靠的服務之能力。  

3.反應性  

4.溝通性  

3.反應性 (22%) 指服務人員能協助顧客並快速地提供

服務之能力。  

5.可信性  

6.安全性  

7.勝任性  

8.禮儀性  

4.保證性 (19%) 指服務人員具有專業知識，並能獲得

顧客的信任之能力。  

9.瞭解性  

10.接近性  

5.關懷性 (16%) 指業者提供給顧客貼心、個別關懷的

服務。  

資料來源：Parasuraman, A., Zeithaml, V.A., & Berry, L. L. (1988). SERVQUAL：

A multiple-item scale for measuring consumer perceptions of service quality. 

Journal of Retailing, 64, pp.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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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PZB 的五個構面和 22 個問項之「SERVQUAL」量表  

構   面  組          成          項           目  

1.有形性  1.這家公司有現代化的設備。  

2.這家公司的各項設施應有吸引的外觀。  

3.這家公司的員工應有整齊的服裝和外表。  

4.這家公司的各項設施能與他們所提供的服務相配合。  

2.可靠性  5.這家公司對您承諾要做的事，都能及時完成。  

6.您有問題的時候，他們公司能設身處地為您著想並保證解決問題。 

7.這家公司是可信賴的。  

8.這家公司承諾要提供您的服務，都能及時完成。  

9.這家公司的紀錄是精確的。  

3.反應性  10.這家公司是在什麼時候提供什麼服務並不會告知客戶。  

11.您無法從公司的員工那裡迅速的享受到服務。  

12.這家公司的員工並不是總是願意幫助顧客。  

13.這家公司他們公司的員工因為太忙以致無法立即提供服務，滿足

顧客的需求。  

4.保證性  14.您可以信任這些公司的員工。  

15.您和這些公司員工接洽有安全感。  

16.這家公司的員工有禮貌。  

17.這家公司的員工可從公司那裡得到適當的期待，去做好他們的工

作。  

5.關懷性  18.這家公司不會針對不同顧客提供個別服務。  

19.這家公司的員工不會給予顧客個別關照。  

20.這家公司不能期望他們公司員工了解您的需要。  

21.這家公司並沒有把您最佳的利益放在心上。  

22.這家公司提供服務的時間並不能符合所有顧客的需求。  

資料來源：“SERVQUAL：A multiple-item scale for measuring consumer 

perceptions of service quality.”  Parasuraman, A., Zeithaml, V. A., & Berry, L. L. 

(1988). Journal of Retailing, 64, pp.12-40. 

 

三、關係品質  

企業為了能夠在如此競爭激烈的環境中，永續經營的行銷策略，

便是與顧客維持長期良好的互動關係，才能得到真正的競爭優勢，而

關係行銷的成功與否端視關係品質之好壞，換言之，關係品質尌是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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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行銷最重要的一個要素。關係品質  (relationship quality) 觀念乃是

源自關係行銷，因此在提出關係品質的相關理論之前得先瞭解關係行

銷的概念。  

 

（一）關係行銷  

關係行銷的概念最早貣源於工業行銷，至於在服務業領域的

應用，始於 1983 年 Berry, Shostack, 與 Upah 在「服務業行銷」

中提出後逐漸受到企業組織及學者對此觀念的重視，從 1990 年

開始該領域的相關研究產生一股研究的熱潮。Berry 等  (1983) 對

關係行銷的定義為：在多重服務組織中，吸引、維持與提升顧客

關係之策略。Levitt (1983) 將關係行銷比喻為買賣雙方的婚姻關

係，雙方的互動關係並不會因產品或服務銷售完後而中斷，而是

不斷延續下去，因為時間是關係的特質，隨著關係的逐漸加深，

亦即時間的加長，銷售所占的重要性尌逐漸減小，因此企業必頇

強調與顧客之間關係的維持與提升，達到彼此長期互惠的目標。

Jackson (1985) 也認為關係行銷是強調和個別顧客維持強烈而持

續的關係。  

 

（二）關係品質的定義  

企業如果可以有效的運用關係行銷，則可以提高顧客忠誠度

及再購買意願，進而使顧客樂於為企業進行口碑宣傳。對顧客而

言，與企業建立長期的關係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而顧

客往往以與公司服務人員之間接觸品質的好壞來決定交易的成

敗（羅建昇，2008），因此，要如何才能做到有效的關係行銷呢？  

Crosby 等  (1990) 提出影響關係行銷的關係品質模式，認為

未來的「銷售機會」大部分要根據顧客所察覺的「關係品質」而

定（如：信任與滿意度等）；而將這些機會轉變為銷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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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又依銷售人員傳統的相似性與專業能力等特徵而定。同時指

出，由於服務是無形的、複雜的，顧客對此缺乏認識，且又需較

長時間的傳遞，因此不確定性相當高，而良好的關係品質則可以

降低不確定性。Garbarino 與  Johnson (1999) 則認為關係品質會

影響顧客未來去留的意願。  

Anderson 與  Gerbing (1988) 提出高的關係品質是指顧客對

服務人員產生信任，並對服務人員未來的表現也有信心，因為顧

客對其過去的表現已有一致的滿意程度。所以關係品質可視為一

個高階構念。依據 Crosby 等  (1990) 的定義：關係品質乃是買賣

雙方關係強度的整體評價，此評價符合雙方的需求與期望，而這

些需求與期望是以雙方過去成功或失敗的遭遇或事件為基礎，而

良好的關係品質則可以降低不確定性。同時他們也認為「關係品

質」可代表消費者所知覺與賣方接觸後，其焦慮疑惑與不確定性

的降低程度。關係品質越高，代表顧客對於和賣方之互動關係感

到滿意，並認為該賣方值得信任，進而承諾雙方進一步的關係。 

Smith (1998) 則認為關係品質是由許多正向關係結果所組

成的高階構念，反映出整體關係的強度以及滿足顧客需要及期望

的程度。同時他也指出當顧客面臨採購選擇時，常常會感到不安

和不確定性，若能有良好的關係品質，透過服務的多樣化，可有

效降低顧客選擇商品的不確定性，影響未來持續互動的效果。

Hennig-Thuran 與  Klee (1997) 認為「關係品質，如同產品品質

的概念，可被視為在滿足顧客關係需求上的適切程度」。  

關於關係品質之定義眾多，本研究整理自邱志益（2006）與

張可欣（2005）綜整國外學者對於關係品質之定義內容，如表 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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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關係品質之定義  

作者  年代  定義  

Levitt 1986 認為關係品質是一組無形的價值組合，而這些無形的

價值會影響對往後買賣雙方交易的結果。   

Crosby, Evans & 

Cowles 

1990 關係品質仍是買賣雙方關係強度的整體評價，此評價

符合雙方的需求與期望，而這些需求與期望是以雙方

過去成功或失敗的遭遇或事件為基礎。  

Lagace, 

Dahlstrom, & 

Gassenheimer 

1991 認為關係品質是購買者與銷售員之間的互動。  

Mohr & Spekman 1994 關係品質是以合作（合夥）為基礎，該研究認為相較

於較不成功之伙伴關係，成功的伙伴關係對於下列行

為特徵會更加明顯：伙伴關係屬性（如承諾與信任）、

溝通行為（雙方的資訊分享）與解決問題的技術。  

Kumar, Scheer & 

Steenkamp 

1995 關係品質反應出信賴、承諾、衝突、持續的期望及投

資的意圖之概念。  

Hennig-Thuran 1997 認為關係品質類似產品品質的概念，可被視為此關係

可滿足此關係牽涉到之顧客需求的適合程度。   

Henning-Thuran & 

Klee 

1997 關係品質尌如同產品品質的概念，可被視為在滿足顧

客關係需求上的適切程度。  

Smith 1998 認為關係品質是一個由許多的正向關係結果所組成

的高階建構，其反應出整體關係的強度以及滿足顧客

之需要與期望的程度。  

Garbarin & 

Johnson 

1999 認為關係品質可以是對關係強度的整體評估。  

王婷穎  2001 關係品質乃指業者對顧客關係維護之品質。  

張可欣  2004 關係品質建立在買賣產品或服務時，雙方所營造的良

好關係。  

羅建昇  2008 指強調企業應與顧客建立長期合作關係，將顧客的行

為與回饋視為產品開發與改進的一部分。  

資料來源：補充整理自”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對績效影響之研究－以定期海運

業為例”，邱志益，2006，頁 19；”健康體適能運動俱樂部顧客關係與行為意

向之研究－以臺中市為例”，張可欣，2005，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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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係品質的衡量構面  

關係品質是由哪些構面所組成的，目前並沒有一致的定論  

(Kumar, Scheer, & Steenkamp, 1995) 。但 Smith (1998) 認為信

任、滿意與承諾在評估關係的品質上是緊密結合的。而 Crosby

等  (1990) 、 Lagace, Dahlstrom, 與  Gassenheimer (1991) 、

Leuthesser (1997)、Wray, Palmer, 與  Bejou (1994）則認為關係品

質是由「信任」與「滿意」兩個構面所組成。而 Dwyer, Schurr, 與  

Oh (1987)、Dorsch, Swanson,與  Kelly (1998)、Kumar, Scheer, 與  

Steenkamp (1995)、Smith (1998)、Wulf, Odekerken-Schroder, 與  

Lacobucci (2001) 則認為關係品質是由「信任」、「滿意」、「承諾」

三個構面所組成。Hennig-Thuran 與  Klee (1997) 認為關係品質

應該包括整體品質的認知程度（overall quality perception）、信賴

和承諾三個構面。王婷穎（2001）以國際觀光旅館為研究對象，

使用服務具體化、承諾、信任、服務領域專業性等四構面來衡量

關係品質。由此可看出，關係品質的論述雖然繁多，但大抵不脫

「信任」、「滿意」、「承諾」，此三個構面。本研究將多位學者所

提出關係品質的構面加以整理於表 2-10。唯本研究參考（Morgan 

& Hunt, 1994；王婷穎，2001；邱進福，2003；李城忠，2005；

李婉瑜，2006；吳昭彥、劉泓禎，2007；羅建昇，2008）將顧客

滿意度獨立出來，採用服務具體化、信任與承諾做為關係品質之

衡量構面。其各自的意義將分述如下：   

 

1. 信任  

Rotter (1967) 認為信賴是對於他人的話可以依賴的一種期

望，亦即信任乃是相信另一方或是相信雙方的關係程度；Crosby

等  (1990) 認為信任「是一種信念，顧客可以相信銷售員會以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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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的長期利益來行動」；Moorman, Zaltman, 與  Deshpande (1992) 

則認為信任「是對交易夥伴有信心的依賴」；而  Morgan 與  Hunt 

(1994) 將信任界定為「對交易夥伴的可靠與誠信之信心。由於信

任有助於減少不確定性，因此當不確定性及風險的程度越高時，

顧客信任的培養尌更顯重要  (Crosby 等 , 1990)。在服務業中，消

費者常面臨著服務的高度不確定性，藉由信任的建立，將可降低

或消除這種不確定性。  

 

2. 承諾  

Dwyer 等  (1987) 將承諾定義為交易伙伴對關係持續所做的

直接或明確的誓約，該研究認為承諾代表關係結合的最高階段並

提出關係有四個階段，分別為體認、探索、承諾及解散。Anderson 

與  Weitz (1992) 認為對關係的承諾係指一種發展一段穩定關係

的慾望、一種為了維持關係而做出短期犧牲的意願以及對此關係

穩定性的信心。Dick 與  Basu (1994) 描述「忠誠」與「承諾」

的區別為：「承諾」是「忠誠態度」的前兆，及對持續惠顧的評

價功能。亦即，「承諾」是對某一品牌的情緒或心理的愛慕，其

發生早於消費者忠誠意志的重複購買行為。Moorman 等  (1992) 

將承諾視為對於維持重要關係的一種持續的慾望。Morgan 與  

Hunt (1994) 則定義關係承諾是相信與另一方交易伙伴持續下去

的關係，非常重要而盡最大的努力去維持此段關係。Wilson (1995) 

認為承諾代表著交易夥伴關係的重要性，以及想要在未來仍持續

此關係的慾望，並認為承諾是衡量未來關係的重要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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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關係品質的衡量構面  

作者  年代  研究主題  構面  

Crosby, Evans 

& Cowles 

1990 Relationship Quality in Services 

Selling：  An Interpersonal 

Influence Perspective 

信任、滿意  

Morgan & Hunt 1994 The commitment-trust theory of 

relationship marketing 
信任、承諾  

Kumar, Scheer 

& Steenkamp 

1995 The Effects of Supplier Fairness 

on Vulnerable Resellers 
信任、承諾、衝突、

持續的期望、投資

意願  

Hennig-Thuran 

& Klee 

1997 The Impact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on Customer Retention ：
A Critical Reassessment and 

Model Development 

信任、承諾、整體

品質的認知  

Dorsch, 

Swanson, & 

Kelly 

1998 The Role of Relationship Quality 

in The Stratification of Vendors as 

Perceived by Customers 

信任、滿意、承諾、

較少投機行為、顧

客導向  

Smith 1998 Buyer.Seller Relationships：

Similarity,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and Quality 

信任、滿意、承諾  

Keating, 

Rugimbana, 

& Quazi 

2003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service 

quality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in 

cyberspace 

信任、價值、努力、

溝通、合作、連結

與了解  

王婷穎  2001 國際觀光旅館之服務品質、關係

品質與顧客忠誠度之相關性研

究—以臺北、臺中及高雄地區為例 

服務具體化、承

諾、信任、服務領

域專業性  

邱進福  2003 3 C 零售連鎖通路之關係行銷研

究  

信任、承諾  

方靜儀  2004 休閒渡假旅館關係品質模式之研

究 -以統茂休閒旅館系列為例  

信任、滿意、承諾  

林孟璋、莊世

杰、陳貴英  

2004 網路零售業顧客忠誠度之研究  信任、滿意、承諾  

林怡菁  2004 資訊科技服務對服務品質與關係

品質影響之研究 -以旅館業為例  

信任、滿意、承諾  

李城忠  2005 健身俱樂部關係品質對顧客忠誠

度影響之探討—大臺北地區健身

俱樂部之實證研究  

信任、承諾  

李城忠、張可欣  2005 健康體適能運動俱樂部顧客關係

與行為意向之研究－以臺中市為

例  

信任、滿意、承諾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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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關係品質的衡量構面（續）  

作者  年代  研究主題  構面  

高育民  2005 服務接觸與服務品牌權益之研究

－以關係品質為中介變數  

信任、滿意  

王裕華  2006 旅行社對主題遊樂園附屬旅館之

品牌權益與關係行銷認知之研

究–以劍湖山王子大飯店為例  

信任、承諾  

李婉瑜  2006 關係行為與關係品質對第三方物

流服務滿意度與忠誠度之探討  

信任、承諾  

沈進成、吳雅

筠、王致遠、戴

文惠  

2006 旅行社聯營模式關係行銷、關係

品質與關係績效影響關係之研究  

信任、滿意  

曾信超  2006 服務品質、關係價值與關係品質

對顧客  忠誠度影響之研究  

信任、滿意、承諾  

黃識銘、余泰魁  2006 關係連結與未來關係互動之研究

-關係品質中介效果  

信任、承諾  

吳昭彥、劉泓禎  2007 資訊服務業之服務品質研究 -以 G

公司為例  

信任、承諾  

許世芸、蔡進

發、蕭至惠、李

佳臻  

2007 關係行銷對服務品質、關係品質

與顧客忠誠度影響之研究  

信任、滿意、承諾  

楊涵如  2007 顧客主導關係與關係利益對關係

品質與忠誠度之影響  

滿意、承諾  

方世榮、陳連

勝、張雅婷  

2008 顧客關係傾向與關係品質之探討

以科技介入與涉入程度為干擾變

項  

信任、滿意  

柯雨利  2008 關係品質的前因與後果 -以醫藥

代表與醫師為例  

信任、滿意  

羅建昇  2008 臺灣筆記型電腦品牌形象決定因

素及其對消費者滿意度與忠誠度

之影響－以關係品質與關係價值

觀點之分析  

信任、承諾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小結  

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皆是影響企業與顧客互動的重要因素，目

前國內針對服務品質的研究甚多，而關係品質的相關研究則正在發展

中，然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的互動與相關研究在體育運動與休閒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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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方面仍屬缺乏。故本研究將以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為研究對象，

探討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之間的影響關係，且本研究也將探討兩者對

於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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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  

一、顧客滿意度  

（一）顧客滿意度的定義  

近年來，滿意度 (satisfaction)一直是各領域常用來衡量消費

者對所接收到的服務或產品的認知、看法、行為表現的測量工

具，是一項常見用來衡量消費者行為表現的重要指標。「滿意度」

的概念源自於 Howard 與  Sheth (1967），其首先將滿意度應用於

消費者理論，並指出滿意度是購買某一產品後，對於犧牲所獲得

的不補償是否適當的一種認知。  

Oliver (1980) 認為滿意度是一種社會行為之經驗現象；是消

費經驗與未被證實期望(Disconfirmed Expectations)一致之整體心

理狀態。滿意度是需求者之期望，由經驗程序實現後，其心理狀

態反應之現象。此一概念曾廣泛應用於各種實務領域，調查經驗

績效之知覺評估，如工作滿意度、顧客滿意度、自我實踐滿意度，

患者醫療滿意度等。McDugall 與 Levesque (2000) 提出服務業的

顧客滿意度模型，發現顧客滿意度會受到三個因素所影響，分別

是核心品質、關係品質及知覺價值。  

目前對於「顧客滿意度」受到很多學者的重視，也進行了相

當多的研究；本研究參考楊秀玲（2006）彙整學者們對於顧客滿

意度的定義如表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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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顧客滿意度的定義  

學者  年代  定義  

Howard & 

Sheth 

1969 顧客對其購買產品的付出所獲得的報酬是否達到滿足的

心理狀態。  

Hempel 1977 「顧客滿意」取決於顧客所期望的產品利益之實現程

度，它反映出預期與實際結果的一致性程度。  

Hunt 1977 一種經由經驗與評估而產生的過程。  

Oliver 1981 認為消費者滿意取決於消費者期望與實際經驗不一致的

結果。  

Day 1984 顧客在購買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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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na 1989 顧客滿意是因為預期與真實經驗後產生的差距所造成。  

Kotler 1991 顧客滿意為產品預期與使用結果之函數。  

Muller 1991 顧客滿意度是唯一有意義的競爭優勢，擁有最多滿意顧

客的企業才會在戰爭中獲勝。  

Soloman 1991 個人對其購買的產品的整體態度。  

Formell 1992 顧客滿意度是指顧客在購買產品或使用服務後的整體衡

量，經由經驗而產生的一種態度。  

Kotler 1994 顧客滿意度源自其對產品功能特性或結果的知覺，與個

人對產品的期望，兩者比較之後所形成。  

Parasuraman 

等  

1994 消費者評估服務品質、產品品質以及價格的函數。  

喬友慶  

葉凱莉  

2000 顧客滿意是「消費者對某一服務的事前期望與服務提供

者實際所提供的事後知覺績效」的比較過程。  

周惠珍  2001 顧客滿意度是顧客將購買行為的利得，與投入和預期水

準做比較之下的結果。它來自於一種評估過程，可能產

生有利或不利的感性或情緒。  

楊錦洲  2002 顧客在接受某一特定交易或服務時，所感受到的一種合

乎我意的愉悅態度。  

江振寬  2005 顧客的滿意程度是經由顧客對品質的期待及實際所得到

的績效，兩者相互比較而決定，藉由兩者之間的差距值，

來得知消費者是否滿意。若品質能符合顧客的期望或甚

至超過，則消費者會感到滿意，否則消費者會覺得不滿

意。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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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顧客滿意度的定義 (續 ) 

學者  年代  定義  

張少榮  2005 認為顧客滿意在於購買產品後的心理回饋認知。在研究

滿意度時，應同時考量認知觀點以及情感因素對滿意度

所造成的影響。  

楊雅馨  2005 將顧客滿意之定義歸納兩大方向：第一種是以「成本效

益」為出發點，比較實際付出成本與獲得效益。當效益

大於成本時，顧客會感到滿意；當效益小於成本時，顧

客會感到不滿意。第二種是以「期望被達成的程度」為

出發點，主張顧客滿意是取決於顧客所預期的產品或服

務利益的實現程度，亦即預期與實際結果的一致性程度。 

蘇怡碩  2005 顧客滿意度是消費者在購買某項商品或是服務之後，其

事前期望和事後認知的比較，若購買後認知大或等於購

買前期望，則滿意度較高，但若購買後認知小於購買前

期望，則滿意度相對會較低。而各個企業唯有擁有較多

滿意的顧客，才會有相對較高的競爭優勢。  

楊秀玲  2006 顧客滿意度為顧客之主觀認知，是顧客消費前預期心理

被實現或超過之後的滿意程度。  

葉美玲  2006 滿意度是評估運動消費者消費體驗後與運動消費者原先

的預期，是否一樣好的一個評估過程結果。  

洪珠媚  2007 顧客滿意度指的是消費者在特定的使用情形下，對產品  

傳達之價值，所產生的一種立即性反應。  

林世弘  2008 消費者將產品或服務與其預期的理想標準做比較後，獲

得的實際符合感受程度或實現程度。  

羅建昇  2008 顧客滿意為消費者針對一項產品或服務購買與消費的全

部經驗，並且隨者時間的累積所形成的整體評價。  

資料來源：補充整理自”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關聯性之研究－

以金門地區銀行業為例”。楊秀玲，2006，頁 26-27。  

 

綜合各學者對於顧客滿意度之定義，本研究認為顧客滿意度

為：顧客之主觀認知，是顧客消費前預期心理被實現或超過之後

的滿意程度。當顧客滿意程度越高，則該企業或公司越具有競爭

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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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滿意度的理論基礎  

針對滿意度的相關理論，本研究參考江盈如（1998）彙整相

關學者之理論，整理如表 2-12。  

表 2-12 顧客滿意度理論統整表  

理論名稱  學者  年代  理論內容  

認知失調理論  Festinger 1957 若消費者經歷不一致情況，則會藉由調

整認知差距來降低失調感，亦即會改變

一個人態度。  

類化對比理論  Hovland, 

Harvey  & 

Sherif 

1957 期望與績效的不一致較小時，消費者會

類化其判斷。  

比較水準理論  Thibaut & 

Kelley 

1959 建立判斷績效之比較水準。  

調適水準理論  Hslson 1964 以可適應的某種績效之水準，來做為判

斷績效的基準。  

對比理論  Cardozo 1965 失望的消費者其期望與獲得之服務績

效的差距會擴大。  

心理一致理論  Latour & 

Peat 

1979 在期望與績效不一致時，消費者會改變

對實際服務績效之認知。  

調適理論  Latour & 

Peat 

1979 評價的產生是根據某些標準來比較績

效。  

滿意理論  Latour & 

Peat 

1979 消費者對產品或服務的每一屬性皆有

重要性判斷的權重，而這些判斷將形成

態度。  

期望不配合理論  Oliver 1980 顧客對產品或服務之期望與認知績效

會造成滿意判斷。  

公帄理論  Oliver & 

Desarbo 

1988 消費者感覺被公帄對待及結果與投入

比例為公帄時，會感到滿意。  

資料來源：“大臺北地區健康俱樂部顧客滿意度、忠誠度以及滿意構面重視度

之研究”，江盈如，1998，頁 17。  

 

綜觀上述學者論點，滿意度常被用來做為研究消費者對產

品、工作、生活品質及其他各項關於服務的滿意程度之工具，顧

客滿意度可指顧客經由一次購買所獲得的品質利益，消費體驗之

後的心理感受狀況，是否高興、快樂與滿足，而滿意亦指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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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費時與消費後愉快的心情與感覺，若不滿意則可能是因為企

業商品或服務，未到達消費者預期所希望獲得的。因此顧客滿意

度大致包含情感、認知評價及整體態度等觀點（廖俊儒，2004）。 

 

（三）顧客滿意度衡量構面   

顧客滿意度衡量構面非常多元化，本研究參考潘沛彤（2007）

所綜整之顧客滿意度衡量構面內容，如表 2-13 所示。  

 

表 2-13 顧客滿意度衡量構面  

學者  年代  研究主題  衡量構面  

江盈如  1999 大臺北地區健康俱樂部顧客滿意度、

忠誠度以及滿意構面重視度之研究  

便利性、制度面、服

務人員、企業形象、

售後服務、實體設備

與氣氛  

沈淑貞  1999 桃竹苗地區健康休閒俱樂部服務品質

與會員滿意度之研究  

企業形象、地點與促

銷、產品滿意度  

范智明  1999 臺北市運動健身俱樂部會員消費者行

為之研究  

硬 體 設 施 、 整 體 影

響、附屬條件、資訊

及商品、人員與聲譽  

王婷穎  2001 國際觀光旅館之服務品質、關係品質

與 顧 客 忠誠 度 之 相 關 性 研 究 - 以 臺

北、臺中及高雄地區為例  

知 覺 價 格 、 核 心 關

係、能量服務、一般

服務、帳單處理  

吳陳忠  2003 休閒俱樂部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之研

究－以臺北圓山聯誼會為例  

價格、聲譽、地理位

置、硬體設備、休閒

設施、促銷組合  

黃鴻斌  2003 健康體適能俱樂部會員參與動機、顧

客滿意度及忠誠度關聯性之研究－以

金牌健康體適能俱樂部為例  

便利性、服務態度、

設備和課程、形象和

氣氛、價格和促銷     

林弘哲  2004 都市型俱樂部入會動機與顧客滿意之

探討－以東莞、廣州俱樂部為例  

有形性、可靠性、反

應性、保證性、體貼

性  

吳政謀  2005 運動健身俱樂部參與行為、服務品

質、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研究－以奔放

主題運動館為例  

企 業 形 象 、 服 務 人

員、實體設備、便利

性促銷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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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顧客滿意度衡量構面（續）  

學者  年代  研究主題  衡量構面  

沈淑貞  2005 北部地區健康休閒俱樂部會員參與動

機、服務品質及滿意度研究  

企業形象、地點與促

銷、產品滿意度  

蔡士傑  2005 運動健身俱樂部服務品質、顧客滿意

度與再購意願之研究－以桑富士運動

俱樂部為例  

形象與便利性、價格

與完善性、服務妥善

性  

龔俊旭  2005 高雄市桌球俱樂部會員休閒動機及滿

意度之研究  

硬 體 設 施 、 整 體 影

響、附屬條件、資訊

及商品、人員與聲譽  

黃耀鋐  2006 臺中市健康體適能俱樂部會員參與動

機參與行為顧客滿意度及品牌忠誠度

關係之研究  

便利性、服務態度、

設備及課程、形象和

氣氛、價格與促銷  

葉美玲  2006 體驗行銷、體驗價值、顧客滿意度與

忠誠度關係探討 -以臺北市立北投區

運動中心為例  

服 務 水 準 、 實 體 設

施、便利性、資訊內

容、專業表現  

潘沛彤  2007 臺北地區桌球俱樂部服務品質與顧客

滿意度關係之研究  

俱樂部形象、專業能

力、價格與促銷、環

境設施  

林世弘  2008 臺北市羽球拍消費者品牌形象對顧客

忠誠度影響之研究－線性結構方程模

式之驗證  

產 品 滿 意 、 服 務 滿

意、整體滿意  

資料來源：補充整理自”臺北地區桌球俱樂部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關係之研

究”，潘沛彤，2007，頁 31-32。  

 

綜觀上述學者針對顧客滿意度之衡量構面，以服務人員、實

體設施設備、便利性、產品滿意度、價格與促銷為大部分學者認

為應在顧客滿意度衡量取向的內容。   

 

（四）顧客滿意度的重要性   

許慧娟（1994）提出顧客滿意度的重要性在於有助企業競爭

的優勢、增加企業獲利的競爭力，顧客滿意度是影響消費者行為

的主要原因之一。韓志剛（1997）認為顧客滿意度是企業必頇追



 

 

43 

求的目標，是取得競爭優勢最大的關鍵。徐達光（2003）認為顧

客滿意度有助於企業優勢提升、增進企業形象、增加市場佔有

率、提升消費者再購慾望，增加品牌忠誠度、形成正面口碑，增

加銷售機會。北歐航空公司總裁傑恩•卡爾森（Jan Carlzon）（李

田樹翻譯，1988）曾說與顧客接觸的第一線基層員工，在與顧客

接觸開始的十五秒鐘便決定了顧客心目中的企業形象，這「十五

秒鐘」稱為關鍵時刻。由此可見，以客為尊、顧客至上、誠心服

務來證明顧客在企業經營中的重要性。綜觀上述學者的觀點可

知，顧客滿意度是企業經營者必頇重視的一環節，企業成敗皆在

於顧客願不願意購買或付費使用商品，如何掌握顧客消費動向，

尌該先掌握顧客的滿意情形。  

 

二、顧客忠誠度  

（一）顧客忠誠度的定義  

有關忠誠度的研究，許多學者對其定義與解釋並不盡相同，

Dick 與 Basu (1994) 認為顧客忠誠度尌是顧客的「個人態度」和

「重複購買」之間關係的強度；Jones 與 Sasser (1995) 指出顧客

忠誠度為對某項特定產品或服務，於未來再購買的意願，而再購

買意願則視顧客在消費過程中所得到的感受所影響；Oliver, Rust 

與 Varki (1997) 則定義顧客忠誠度為儘管受到環境和行銷手法的

影響，可能引發潛在的轉換行為，但是顧客對所喜好的產品或服

務的「再次購買」承諾仍然不變。  

早期 Oliver 等  (1997) 將忠誠度的定義分為態度忠誠與行為

忠誠，態度忠誠是屬於消費者心理層次，而行為忠誠則是消費者

實際採取購買的行為。 Oliver 參考「信念、態度、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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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ef-attitude-conation)的模式，將品牌忠誠區分成四個階段：  

1.認知忠誠 (cognitive loyalty)：消費者在考量成本、利益及品質

情況之下，將某品牌視為較佳之選擇。  

2.情感忠誠 (affective loyalty)：消費者接受某品牌相關的資訊後   

產生品牌認同感，引發對於某品牌之偏好，是消費者對於品牌

開始做出承諾的階段。  

3.意圖忠誠 (conative loyalty)：消費者基於對某品牌有正面的評   

價與情感，加深消費者對該品牌之向心力，而產生購買或重複

購買之意願，但行為意圖不一定會付諸實際行動。  

4.行動忠誠(action loyalty）：消費者對某品牌產生好感，有強烈購

買或再購意願，並且將意圖付諸於行動，實際發生購買行為。

此階段之忠誠強調消費者會主動克服購買障礙，完成購買行為。 

目前對於「顧客忠誠度」的解釋眾多，也進行了相當多的研

究；本研究參考洪嘉蓉（2004）及葉美玲（2006）彙整學者們對

於顧客忠誠度的定義如表 2-14 所示。  

 

（二）顧客忠誠度的衡量構面  

對於顧客忠誠度的衡量方式，以下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

Fornell (1992) 指出可藉由重複購買的意向與滿意顧客對價格的

容忍情形，來衡量顧客忠誠度。Jones 與  Sasser (1995) 將顧客忠

誠度之衡量分為再購意願(intent to repurchase)、主要行為(primary 

behavior)與次要行為(secondary behavior) 三構面，其中再購意願

是衡量顧客未來可能再度購買該公司的產品或服務的意願；主要

行為則包括了顧客最近一次購買的時間、購買頻率、購買數量、

續購率及保有期間等交易資訊；而次要行為主要是顧客願意幫公

司介紹、公開推薦及建立口碑等衍生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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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顧客忠誠度的定義  

學者  年代  定義  

Dick & Basu 1994 顧客忠誠可視為與個人的態度和重複購買意願兩者關

係的強度。  

Jones & Sasser 1995 為顧客對某種特定產品或服務未來的再購買意願。  

Bhote 1996 所謂顧客忠誠度是顧客滿意公司所提供的商品或服

務，導致他們願意積極地充當貣公司的行銷人員，為公

司做正面的宣傳。  

Cavero & 

Cebollada 

1997 是指消費者對於一個品牌具有偏好且在購買時不會考

慮其它的品牌。  

Oliver 1999 指出顧客忠誠可分為四個階段加以探討，分別為：認知

忠誠 (cognitive)、態度忠誠  (affective)、意圖忠誠

(conative)與行為忠誠 (action)。  

Reichheld & 

Schefter 

2000 認為所謂「顧客忠誠度」指的是正確顧客的信任；也尌

是說，爭取值得投資的顧客，並贏得顧客的承諾關係。 

Lee & 

Cunningham 

2001 認為顧客忠誠度指的是針對同一顧客，設法賣給他更多

的商品，換言之，尌是讓顧客將預算都花在特定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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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嘉蓉  2004 顧客忠誠為顧客內在心理所引發的忠誠，具有重複購買

行為，免費幫公司宣傳等特性都是顧客忠誠度的行為。 

蘇怡碩  2005 顧客忠誠度為顧客發自內心所產生的忠誠，而這股忠誠

不僅會持續購買該公司商品、或是該產品，並且會將其

所購買和使用的經驗分享給他人。  

楊秀玲  2006 顧客忠誠度為顧客會基於過去經驗以及心理驅使，做出

經常惠顧該公司並為該公司建立口碑等行為。  

洪珠媚  2007 指消費者除了本身的再購意願外，也願意向他人推薦並

給予正面口碑的行為。  

林世弘  2008 指顧客對特定品牌或公司之長久關係維持的承諾，亦即

消費者願意繼續與特定品牌或公司維持關係的一種行

為傾向。  

資料來源：補充整理自“服務品質、滿意度與忠誠度關係之研究 -以中華電信公

司 ADSL 顧客為例”，洪嘉蓉，2004，33；“體驗行銷、體驗價值、顧客滿意

度與忠誠度關係探討 -以臺北市立北投區運動中心為例”，葉美玲，2006，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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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nholdt, Martensen, 與  Kristensen 等  (2000) 指出顧客忠

誠度是由四個指標所組成的，包括顧客再購意願、價格的容忍

度、向他人推薦品牌或公司的意願及顧客交叉購買的意願。Bowen

與 Chen (2001) 認為可以行為、態度及合成三種方法來衡量顧客

忠誠，其中行為衡量是指重複購買的行為；態度衡量是指顧客內

在心理所引發的忠誠；而合成衡量則是結合行為與態度忠誠度，

藉由顧客對產品的偏好、品牌轉變的習性、購買頻率與全部購買

的數量來衡量。本研究整理自林世弘（2008）綜整國內外學者對

於顧客忠誠度衡量構面內容，如表 2-15 所示。  

 

表 2-15 顧客忠誠度衡量構面  

學者  年代  衡量構面  

Monroe & Guiltinan  1975 態度、行為  

Weiner & Lerman  1979 自我認知理論 (Self-Perception Theory) 

認知失調理論 (Dissonance Theory)   

Stum & Thiry  1991 重複購買、購買該公司其他產品、向他人推薦、

競爭者免疫的程度  

Fornell 1992 重購意願、顧客對價格的容忍度  

Selnes  1993 重購意願、向他人推薦的意願  

Heskett 等   1994 重複購買、再購意願  

Griffin  1995 重複購買、購買該公司其它產品、建立口碑、對

競爭者免疫的程度  

Jones & Sasser 1995 基本行為：最近一次消費的購買時間、購買頻

率、購買數量   

衍生行為：公開的推薦、口碑  

Prus & Brandt  1995 重複購買、購買該公司其它產品、向他人推薦的

行為   

Zeithaml  1996 口碑溝通、購買意向、價格敏感性、抱怨行為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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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  顧客忠誠度衡量構面（續）  

學者  年代  衡量構面  

Sirohi, McLaughlin, 

& Wittink  

1998 重購意願、購買該公司其他產品、向他人推薦的

行為  

Kotler  1999 較常惠顧、較常對公司提出建言、公司提供的服

務成本較低、較能體諒漲價的措施  

Gronholdt, 

Martensen, & 

Kristensen  

2000 再購意願、向他人推薦的行為、價格容忍度、交

叉購買的意願   

Peltier & Westfall  2000 重購意願、向他人推薦  

Bowen & Chen 2001 行為衡量 (重覆購買 )、態度衡量 (反映在感情與連

結心理上內在的忠誠 )、合成衡量 (藉由顧客對產

品的偏好、品牌的轉換、購買頻率與購買數量加

以衡量 )   

Chaudhuri & 

Holbrook  

2001 態度忠誠、行為忠誠   

Pedersen & Nysveen  2001 認知忠誠、情感忠誠、意圖忠誠、行為忠誠  

Srinivasan, 

Anderson, & 

Ponnavolu  

2002 價格容忍、口耳相傳  

Wang & Sohal 2003 再購意願、口碑推薦  

Genzi & Pelloni  2004 行為忠誠 (使用頻率 )、忠誠意願 (再購意願、給予

建議意願 )  

Taylor, Celuch, & 

Goodwin  

2004 態度忠誠、行為忠誠   

Baumann, Burton, & 

Elliott 

2005 行為意圖 (口碑推薦、短期意圖、長期意圖 )、行

為忠誠  

王婷穎  2001 再宿意願、衍生行為  

方靜儀  2004 再購意願、衍生行為  

李惠瑜  2005 口碑、購買意向、價格敏感度  

林秉毅  2005 投入性忠誠、價值性忠誠、情感性忠誠  

葉美玲  2006 顧客再購意願、向他人推薦等衍生行為、顧客交

叉購買意願  

沈進成、趙家民、陳

金北  

2007 再度前來游泳意願、推薦親友意願、口碑宣傳意

願  

林世弘  2008 再購意願、口碑推薦、價格容忍、交叉購買意願  

羅建昇  2008 再購意願、向他人推薦、價格容忍度、交叉購買

意願  

資料來源：補充整理自“臺北市羽球拍消費者品牌形象對顧客忠誠度影響之研

究 -以線性結構方程模式之驗證”，林世弘，2008，頁 6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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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認為顧客忠誠度是長期之顧客個人態度與行為間關

係的強度。而根據前面的文獻探討，顧客忠誠度的衡量主要以顧

客再購意願、衍生行為（向他人推薦）、價格容忍度、顧客交叉

購買意願為主，因此本研究將以這四個變項做為衡量顧客忠誠度

的指標。  

 

（三）顧客忠誠度的重要性  

王郁惠（1997）認為顧客忠誠度重要性在於可增加原有顧客

的購買量與金額目標，創造更多企業利潤。高力行（2002）指出  

NCR 的安訊資訊系統公司指出從新顧客賺錢的成本將是既有顧

客的十倍，且挽留顧客的比例只要增加  5％，獲利至少 60％以

上。簡永在（2002）指出信賴是與顧客建立長期價值面及維護持

續互動關係的主要因素，要有忠誠的顧客尌必頇有信賴，最後才

有顧客重複消費的行為，忠誠度對企業經營者而言是非常重要

的。綜觀上述學者看法得知，顧客忠誠度重要性在於，可提升企

業收入、獲得正面口碑、減少企業開銷、使企業競爭力提升，因

此顧客忠誠度是企業站穩市場的重要關鍵。  

 

三、小結  

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皆是企業經營者對於自身產品、品牌

或服務等最佳的衡量指標，目前國內針對顧客滿意度及忠誠度的研究

甚多，在體育運動與休閒相關領域方面的研究資料也正努力發展中。

故本研究將探討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消費者對於運動中心使用後的

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相關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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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服務品質、關係品質、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相關  

一、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  

由於服務具有無形性、異質性、不可分割性與易逝性等特性

(Parasuraman 等 , 1985)，會使顧客感到高度不確定性與不安性，透過

良好的服務品質便可使顧客放心而不需煩惱這些問題，進而提升雙方

之間的關係品質（邱志益，2006）。Roloff 與  Miller (1987) 認為從

顧客觀點之關係品質可透過銷售人員降低感到的不確定性的能力來

達到。以企業對企業來說即為服務提供業者降低顧客感到的不確定性

的能力會影響到雙方的關係品質。   

Crosby 等  (1990) 調查終身壽險業之研究結果顯示，銷售人員之

專業能力對關係品質有正向的影響，這表示當賣方越專業則顧客與賣

方之關係品質會越好。Crosby 等  (1990) 並提出關係品質代表顧客可

依賴銷售人員的誠實，並因過去的績效水準均令人滿意而對這個銷售

人員未來的績效有信心，便如同服務提供者的服務品質是否良好會影

響到顧客對於此業者是否抱持著信任的態度。  

Fornell 與 Wernerfelt (1987) 研究發現企業所提供之服務結果是

決定顧客會不會轉移到其他企業的關鍵因素，若企業可提供良好的服

務，將可提升顧客滿意度，並建立顧客的關係，使顧客願意繼續與其

交易。Hennig-Thuran 與  Klee (1997) 認為可滿足顧客的服務或產

品，應視為高關係品質所不可或缺的條件。   

Berry 等（1983）認為尌服務業而言，行銷的本質應該是與顧客

發展長期、有價值的關係，Hennig Thuran 與 Klee（1997）則認為任

何買賣關係的基礎都是建立在服務或產品的交易上，對於整體品質

（包括產品及服務）的認知，應是關係品質的基本要素，亦即提供滿

足顧客需求的產品或服務應被視為關係品質不可或缺的條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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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by 等  (1990) 亦認為服務品質是關係品質的必要條件，因此對於

服務提供業者而言，良好的服務品質是與顧客發展良好關係品質的基

本前提。本研究彙整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相關研究如表 2-16 所示。  

 

表 2-16 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之相關研究  

作者  年代  主題  研究發現  

王婷穎  2001 國 際 觀 光 旅 館 之 服 務 品

質、關係品質與顧客忠誠

度 之 相 關 性 研 究 ─ 以 臺

北、臺中及高雄地區為例  

服務品質正向影響關係品質  

李孟訓  

周建男  

林俞君  

2006 休閒農場之服務品質、關

係品質與顧客忠誠度之關

聯性研究  

休閒農場顧客認知的服務品質將

透過其關係品質，正向影響其顧

客忠誠度  

邱志益  2006 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對績

效影響之研究－以定期海

運業為例   

服務品質對關係品質具顯著正向

影響關係服務品質會透過關係品

質而對績效具有間接效果  

曾信超  2006 服務品質、關係價值與關

係品質對顧客忠誠度影響

之研究  

以臺南市連鎖書店之顧客為研究

對象。研究結果得知服務品質會

透過關係價值及關係品質之中介

效果正向的影響忠誠度。  

吳明哲  2007 自助式 KTV 業之服務品

質、關係品質與知覺風險

對 顧 客 忠 誠 度 影 響 之 研

究—以臺南市為例  

以到臺南市自助式  KTV 消費之

顧客為主要研究對象。經實證研

究發現，關係品質與知覺風險在

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

誠度間貣了相當大的中介效果。  

陳玉娟  2007 從關係品質觀點探討服務

品質、學習成效對顧客忠

誠度關聯性之分析—以帅

稚園產業為例  

關係品質為服務品質與學習成效

對顧客忠誠度的重要中介變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以上所綜整的相關文獻中，可看出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之間的

關係，服務品質為關係品質的前置變項，且會正向的影響關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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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  

Bowen 與  Chen (2001) 指出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間的關係

是一種非線性的相關與不對稱關係。因此，當顧客滿意度若高於滿意

水準的臨界時，滿意度的增加會使顧客再購買的意願快速增加；反

之，顧客滿意度低於滿意水準的臨界點時，滿意度的降低會使顧客再

買的意願快速的減少。  

Reichhed 與  Sasser (1990) 指出提高顧客滿意度，可使顧客忠誠

度增加，進而提高消費意願方式。Kotler (1991) 認為具有高度滿意的

顧客，可創造對品牌的情感聯繫，進而使企業獲得較高的顧客忠誠

度，而且，顧客再購買商品或服務後，心理會有某種程度上的滿意或

不滿意，若顧客感到滿意則將會有較高的再惠顧的意願。Zeithaml

與 Bitner (1996) 認為從顧客滿意度與顧客保留之間的關係來看，增

加消費者整體滿意度會導致顧客的重複購買意向。綜觀上述學者的研

究論點得知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有著一定程度的關係，表 2-17

為國內學者針對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的研究整理。  

由表 2-17 可以看出國內在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研究，大部分

研究結果均顯示，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有顯著關係，且顧客滿意

度會正向影響顧客忠誠度。  

 

表 2-17 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相關研究  

學者  年代  研究結果  

江盈如  1999 大臺北地區健康俱樂部顧客滿意度、忠誠度以及滿意構面重視

度之研究結果顯示，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間之關係，會因健康

俱樂部型態而有所差別。  

黃偉松  2000 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關係之研究 -以證券商為

例研究結果得知：顧客滿意度對顧客忠誠度有顯著的影響。  

吳雅琪  2002 影響網路書店消費者忠誠度形成因素之研究結果得知，消費者

對網路書店整體滿意度越高，他們的態度忠誠度越高。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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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 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相關研究（續）  

學者  年代  研究結果  

羅易文  2002 臺北市手機滿意度因素與顧客忠誠度關係之探討研究結果得

知，整體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呈相關。顯示滿意度越高，則顧

客對品牌的忠誠度越高。  

李育霖  2003 體驗元素對體驗態度、情緒體驗、體驗滿意度與忠誠意圖之影

響－以「臺灣職業籃球運動表演」為例結果顯示：「體驗滿意

度」對忠誠度中的「重購意圖」及「推薦意圖」具有正向的影

響。  

陳進成  2003 以電子商店進行網路消費者顧客價值、滿意度與忠誠度的研究

結果顯示，顧客忠誠度會受到顧客價值、顧客滿意度的影響。 

黃鴻斌  2003 健康體適能俱樂部會員參與動機、顧客滿意度及忠誠度關聯性

之研究－以金牌健康體適能俱樂部為例研究結果得知，滿意度

對忠誠度具有顯著的正向相關。  

廖俊儒  2003 職棒現場觀眾消費體驗要素對體驗滿意度與忠誠意願影響之

研究結果顯示：職棒現場觀眾體驗滿意度則忠誠意願具有直接

正面影響。  

林孟潔  2004 運動健身俱樂部個人教練之專業知能、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

度之研究結果顯示：而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也有正向關

係。  

林秉毅  2004 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相關研

究結果得知，顧客滿意度和顧客忠誠度之間也呈現正相關。  

林穎君  2004 行動通訊客服中心顧客使用經驗對滿意度與忠誠度之影響研

究結果得知，顧客滿意度愈高，忠誠度愈高。  

洪慈佩  2004 購物頻道顧客價值與顧客滿意度對顧客忠誠度影響之研究－

以兩岸電視購物為例研究結果得知：  

1.臺灣與大陸地區消費者顧客滿意度對顧客忠誠度均呈現了部

份顯著結果，兩岸消費者對於滿意度的認知，皆以「結果滿意」

對於「再購意願」最具影響力。   

2.臺灣與大陸地區消費者顧客滿意度對顧客忠誠度皆呈現正向

影響關係。  

洪嘉蓉  2004 服務品質、滿意度與忠誠度關係之研究－以中華電信公司  

ADSL 顧客為例研究結果發現，顧客滿意度會正向影響顧客忠

誠度。  

留孟彬  2004 臺灣鮮乳顧客忠誠度影響因素之研究結果顯示，影響顧客忠誠

度的主要因素為顧客滿意度。  

黃靖文  2004 在量販店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間關係之研究─以大

臺北地區大潤發量販店為例的研究結果得知顧客忠誠度會受

到顧客滿意度的影響。  

劉思婕  2004 比較兩岸顧客滿意度、消費者偏好對顧客忠誠度影響之研究─

以餐飲業為例研究結果得知：餐飲業消費者之顧客滿意度對顧

客忠誠度具有顯著影響。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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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 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相關研究（續）  

學者  年代  研究結果  

吳正謀  2005 運動健身俱樂部參與行為、服務品質、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研

究 -以奔放主題運動館為例的結果得知，滿意度與忠誠度達顯

著正相關。  

李城忠  

林孟潔  

2005 運動健身俱樂部個人教練之專業知能、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

誠度之研究。結果得知，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有正向影

響效果。  

林宗明  2005 連鎖餐飲業之商店印象與顧客忠誠度關係之研究結果得知，

不同人口統計變數對商店印象重視度、滿意度及忠誠度有顯

著差異；而滿意度與忠誠度有顯著關係。  

邱光輝  

孫珮珊  

陳明怡  

2005 知覺產品品質、顧客滿意與顧客忠誠關係之研究—以上海地

區東南汽車為例之研究。結果得知，顧客滿意度對顧客忠誠

度有正向的影響。  

張燦明  2005 臺中地區量販店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關係之研究。結果得

知，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有正向影響效果。  

熊明禮  2005 休閒農場服務品質認知、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關係之研究－

以宜蘭縣香格里拉休閒農場為例。結果得知，顧客滿意度分

量表的整體感受在預測顧客忠誠度的預測力最高。  

葉美玲  2006 體驗行銷、體驗價值、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關係探討 -以臺北

市立北投區運動中心為例，研究結果顯示，顧客滿意度會正

面影響顧客忠誠度。  

林世弘  2008 臺北市羽球拍消費者品牌形象對顧客忠誠度影響之研究 -以線

性結構方程模式之驗證，研究結果顯示，顧客滿意度會正面

影響顧客忠誠度。  

資料來源：補充整理自“體驗行銷、體驗價值、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關係探討 -

以臺北市立北投區運動中心為例”，葉美玲，2006，頁 40。  

 

由以上所綜整的相關文獻中，可看出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之

間的關係，顧客滿意度為顧客忠誠度的前置變項，且會正向的影響顧

客忠誠度。  

 

三、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  

服務品質和顧客滿意度是二個相似的概念，一般並沒有嚴格區分

二者的差別，以致常將這二名詞相互使用（楊秀玲，2006）。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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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品質和顧客滿意度之間的因果關係，也因學者研究角度的不同而

有不同的看法。  

Oliver (1981) 認為，顧客滿意度可被視為顧客對某一特定交易的

評價，此反映了顧客的期望和公司所提供績效是否一致的程度，而此

期望可視為顧客對即將發生的交易所做的預測。  

Parasuraman 等  (1985) 則認為，服務品質是一種有關服務優越

性的整體性或態度，是長期形成的整體評量，所以期望被視為顧客的

慾望(wants)或渴望(desires)，是他們認為業者應該 (should)提供，而非

將會(would)提供的服務。Parasuraman, Zeithaml 與 Berry 在 1991 年

將 SERVQUAL 量表中有關顧客期望的語句，由「應該」的字句全部

改為「將會」的字句。此外，Aderson, Fornell 與 Lehmann (1994) 將

顧客滿意度的評量由特定交易擴大為累積交易。此使得顧客滿意度和

服務品質有逐漸模糊的趨勢。雖然學者對服務品質和顧客滿意度之間

的定義有不同的看法，但近年來的想法認為兩者皆可被視為在單次交

易的層次或整體的層次，而兩者之間的不同主要在於背後的成因及結

果(Zeithaml & Bitner, 1996)。  

Cronin 與 Taylor (1992) 在對銀行業、除蟲業、乾洗店與速食店

的研究中發現，服務品質是顧客滿意的先行變數，而顧客滿意度對購

買意圖有顯著的影響。Ruyter, Bloemer 與 Peetets (1997) 結合滿意度

和服務品質，建立了一個服務品質和滿意度的整合模式。其在研究中

發現了：1.服務品質是影響滿意度最主要的因素、2.除了服務品質外，

認知和不確定因素也會影響滿意度。  

本研究參考楊秀玲（2006）彙整之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相關研

究如表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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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8 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之相關研究  

作者  年代  研究發現  

Hurley & 

Estelami 

1998 認為服務品質與滿意度的構面是不同的，而服務品質與滿

意度是有因果關係，服務品質會影響顧客滿意度，即表示

服務品質為顧客滿意度之前因要素。  

闕芝穎  2004 以百貨公司為研究對象，在整體理論模式結果發現，服務

品質能直接顯著正向的影響顧客滿意度，即服務品質愈高

愈能提升顧客滿意度。  

林竣曜  2004 以臺鐵東部幹線為研究對象，在整體理論模式中發現，服

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間有顯著的正相關，且服務品質為顧

客滿意的前因變數。  

蘇怡碩  2005 以觀光旅館為研究對象，在線性結構方程式結果發現，服

務品質會正向影響顧客滿意度。  

李佩娗  2005 以網路銀行之顧客為研究對象，在理論結構模式中發現服

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有正面的影響。  

楊文敏  2005 以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之顧客為研究對象，指出服務品質保

證性、有形性、反應性、便利性、可靠性五構面與整體滿

意度間彼此之關聯性，達到顯著相關水準。  

吳政謀  2005 以奔放主題運動館之會員為研究對象，發現該會員對於主

題館所提供之各項服務品質與滿意度有顯著正相關。  

林秉毅  2005 研究發現中山區運動中心之服務品質和顧客滿意度呈現

正相關。亦指出運動中心經營者及員工提供給顧客的服務

品質愈好，則運動中心消費者的顧客滿意價值性會更高。 

沈淑貞  2005 研究發現北部地區健康休閒俱樂部服務品質會員滿意度

呈正相關，亦指出業者提供服務品質的高低會影響會員對

俱樂部整體經營之滿意度。  

余泳樟  2005 研究發現北投區運動中心之服務品質與使用滿意度呈顯

著正相關，亦指出北投區運動中心之經營者欲提昇使用者

滿意度可透過加強服務品質水準來達成。  

楊秀玲  2006 以金門地區銀行業，研究發現服務品質能直接正向影響顧

客滿意度。  

潘沛彤  2007 以臺北地區桌球俱樂部為研究對象，發現會員對於俱樂部

所提供之服務品質與滿意度有顯著正相關。  

陳建成  2008 以臺灣高鐵左營站旅客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服務品質對

顧客滿意度呈現正向直接影響。  

資料來源：補充整理自“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關聯性之研究－

以金門地區銀行業為例”，楊秀玲，2006，頁 31-32。  

 



 

 

56 

綜合上述文獻之回顧與探討，可以發現多數研究結果皆認為服務

品質是顧客滿意度的前置變項，顧客必頇要經由服務品質後才會產生

滿意度。因此，本研究進一步的推論，認為市民運動中心若能提升服

務品質，滿足顧客需求，則顧客滿意度將會提高。  

 
四、服務品質與顧客忠誠度  

Parasuraman 等  (1991) 在對服務品質的研究中認為，顧客所知

覺的服務品質會正面影響顧客推薦公司給他人的意願，而推薦意願便

是屬於顧客忠誠度的重要指標，所以顧客所知覺的服務品質對顧客忠

誠度應有正向關係。本研究參考楊秀玲（2006）彙整之服務品質與顧

客忠誠度相關研究如表 2-19。  

 
表 2-19 服務品質與顧客忠誠度之相關研究  

作者  年代  研究發現  

王志明  2005 以金融理財人員為研究對象中發現，服務品質對顧客忠誠度

的影響在金融產業轉型為理財人員為服務與銷售為中心之模

式中有顯著正向影響。  

吳政謀  2005 以奔放主題運動館之會員為研究對象發現，該會員服務品質

愈高則忠誠度也會愈高。  

張昆生  2005 以日月潭之遊客為研究對象中發現，服務品質與忠誠度之

間，具有正向的直接效果關係，遊客對服務品質的認同程度

愈高，對活動忠誠度的影響愈正向。  

游情連  2005 以臺灣行動通訊市場為研究對象中發現，服務品質與顧客忠

誠度之關聯程度，呈正向關係。  

蘇怡碩  2005 以觀光旅館業的研究中發現，旅館業若能著重於服務品質的

改善，將能使顧客對於服務感到滿意，並且再度到該旅館住

宿或是替該旅館建立口碑，提高該旅館的聲譽進而增加該旅

館經營上的利潤。  

楊秀玲  2006 以金門地區銀行業，研究發現服務品質確實能透過顧客滿意

度的中介效果來影響顧客忠誠度。  

林佑中  2007 以臺北、臺中、高屏地區的汽車保養廠消費者為研究對象，

研究發現提升服務品質能提高顧客滿意度，進而增加顧客忠

誠度。  

林耀南  

徐達光  

2008 以烏來、北投與礁溪三地之溫泉旅館消費者為研究對象，研

究發現服務品質對顧客忠誠度有正向的影響關係。  

資料來源：補充整理自“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關聯性之研究－
以金門地區銀行業為例”，楊秀玲，2006，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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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文獻之回顧與探討，可以發現服務品質與顧客忠誠度是

呈現正相關的，服務品質會正向的影響顧客忠誠度。本研究進一步的

推論，認為市民運動中心若能提升其服務品質，滿足顧客需求，則顧

客忠誠度將會提高。  

 

五、關係品質與顧客滿意度  

買賣關係的基礎均是建立在服務或產品的交易上，對產品或服務

整體品質的認同應是關係品質的基本要素，也尌是提供可以滿足顧客

需求的服務或產品，是高關係品質不可或缺的條件  (Henning-Thuran 

& Klee, 1977)。Lee 與  Kim (1999) 於研究中以信任、企業瞭解、共

享利益與風險、承諾與衝突五項構面衡量關係品質，其研究結果顯示

關係品質與顧客滿意度呈正向之關係。王婷穎（2001）於研究中探討

關係品質對顧客忠誠度的影響，其結果顯示企業對顧客的關係品質會

正向的影響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本研究綜合相關學者之研究結果如

表 2-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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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0 關係品質與顧客滿意度之相關研究  

作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王婷穎  2001 國 際 觀 光 旅 館 之 服 務 品

質、關係品質與顧客忠誠度

之相關性研究─以臺北、臺

中及高雄地區為例  

關係品質會正向影響顧客滿意

度。  

邱彩鳳  2004 關係品質、滿意度與忠誠度

關係之研究 -以嘉義市證券

商為例  

關係品質的構面有三：信賴、

滿意、承諾，且兩兩互相影響。 

關係品質會直接影響顧客滿意

度。  

李城忠  2005 健身俱樂部關係品質對顧

客忠誠度影響之探討 -大臺

北地區健身俱樂部之實證

研究  

關係品質對顧客滿意度具有正

向的影響。  

關係品質對顧客忠誠度具有正

向的影響。  

張可欣  2005 健康體適能運動俱樂部顧

客關係與行為意向之研究

－以臺中市為例  

研究結果顯示健康體適能運動

俱樂部的關係品質做的愈好，顧

客感受到的滿意度尌會愈高。 

吳孟爵  

楊東震  

黃泰源  

2006 運動休閒服務業關係品質

對忠誠度影響之研究 -滿意

度的中介效果  

以臺南地區之運動休閒服務業

為研究範圍，研究結果，關係

品質 會正 向 影響 顧 客的 滿意

度，同時也會正向的影響顧客

的忠誠度，而且滿意度為關係

品質與忠誠度之中介效果。  

吳昭彥  

劉泓禎  

2007 資訊服務業之服務品質研

究 -以 G 公司為例  

關係品質對顧客滿意度有顯著

正向的影響關係。  

羅建昇  2008 台灣筆記型電腦品牌形象

決定因素及其對消費者滿

意度與忠誠度之影響－以

關係品質與關係價值觀點

之分析  

關係品質對消費者滿意度具有

正面的影響效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以上學者之研究發現，關係品質建立在買賣產品或服務

時，為雙方營造良好的關係，且關係品質與顧客滿意度亦存在正向

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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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關係品質與顧客忠誠度  

關係品質，係指運用關係行銷的方法，與顧客建立良好的關係，

以降低顧客對交易的不確定性  (Crosby 等 , 1990; Fletcher, Simpson, 

& Thomas, 2000; Smith, 1998），進而建立顧客忠誠度，使顧客對銷售

人員、產品或服務產生依賴或好感  (Jones & Sasser,1995）。   

忠誠的顧客，將是現今或未來企業最大的資產，陳嘉珮（2003）

研究發現：關係品質對顧客忠誠度方面，信任、承諾和顧客滿意度對

顧客忠誠度皆有顯著正向影響。   

Crosby 等  (1990) 提出關係品質觀念時，即以滿意與信任當做關

係品質的構面，其中信任表示顧客相信銷售人員會採行對他們有利的

行為之程度，而滿意是一種情感性評估，是顧客對於與銷售人員互動

經驗的回應。Stum 與  Thiry（1991）指出，顧客忠誠度應該要注重

行為面的指標，並且認為一個忠誠的顧客應該具有以下的特徵：重複

購買、購買該公司其他產品、向他人推薦以及對競爭者的行銷活動具

有免疫力。   

Anderson 與  Narus (1990) 指出，合夥關係良好會正向地影響買

方之信任與滿意度，而關係品質係決定買賣雙方是否繼續維持交易的

關鍵因素；由於潛在的銷售機會大都決定於組織間的關係品質，因此

如果買方對於賣方感到滿意及產生信任感，將願意繼續與其合作，持

續交易，以建立長期關係。   

Oliva, Oliver, 與  MacMillian (1992) 和 Anderson 與  Sullivan 

(1993) 皆指出，顧客滿意度與信任會影響顧客忠誠度，當顧客在與

企業交易時感到滿意以及對其產生信任，則顧客將願意繼續與公司進

行互動，且企業與顧客間的關係日益親密，忠誠度也將隨之提高。  

方世榮與施義輝（1997）認為關係品質與顧客忠誠度成正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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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亦即提高旅行社業務員與領隊之關係品質，顧客之再購意願將會

增加，且產生口碑的衍生行為，以幫助業者創造潛在顧客。   

曹勝雄、蘇明芳與林若慧（2000）亦認為關係品質良好，可顯

著地正向影響旅行業對航空公司之忠誠度與績效。   

關係品質的良好與否將決定賣方是否願意再與買方進行交換行

為，因此好的關係品質代表顧客能藉由持續性的滿意產生對銷售員的

信賴與信心（Crosby 等 ,1990）。   

Bettencourt (1997) 指出承諾、顧客滿意、與顧客知覺會影響顧

客自發行為；而該自發行為包含忠誠行為、合作行為、與參與行為，

而滿意與承諾屬於顧客關係品質中的兩個變數，也尌是關係品質會影

響顧客忠誠度。Crosby 等  (1990) 指出高關係品質是顧客相信服務提

供者的誠實，並且顧客因為對過去的績效感到滿意，對未來的績效也

會感到滿意，亦即顧客認同且瞭解未來可產生的績效時，則會有更高

的再購意願。本研究綜整關係品質與顧客忠誠度之相關研究，如表

2-21 所示。  

 

表 2-21 關係品質與顧客忠誠度之相關研究  

作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王婷穎  2001 國際觀光旅館之服務品

質、關係品質與顧客忠

誠度之相關性研究─以

臺北、臺中及高雄地區

為例  

關係品質會正向影響顧客忠誠度  

邱彩鳳  2004 關係品質、滿意度與忠

誠度關係之研究 -以嘉

義市證券商為例  

關係品質的構面有三：信賴、滿意、

承諾，且兩兩互相影響。關係品質會

間接影響顧客忠誠度  

張可欣  2005 健康體適能運動俱樂部

顧客關係與行為意向之

研究－以臺中市為例  

關係品質與顧客滿意度有正向關係  

關係品質與行為意向有正向關係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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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關係品質與顧客忠誠度之相關研究 (續 ) 

作者  年代  研究主題  研究發現  

余惠芬  2006 大學辦學品質對校友關

係品質及校友忠誠度之

影響 -以私立東吳大學

為例  

校友與母校關係品質對校友忠誠度有

正面影響。大學辦學品質係透過關係

品質影響校友忠誠度，即關係品質在

大學辦學品質及校友忠誠度間具有中

介效果  

李孟訓  

周建男  

林俞君  

2006 休閒農場之服務品質、

關係品質與顧客忠誠度

之關聯性研究  

關係品質對顧客忠誠度會產生直接的

正向影響  

林永順  

顏財發  

孫潔婷  

陳淑娟  

劉   佳  

2006 連鎖早餐店關係品質整

合模式之研究  

關係品質正向影響顧客忠誠度  

吳昭彥  

劉泓禎  

2007 資訊服務業之服務品質

研究 -以 G 公司為例  

關係品質正向影響顧客滿意度  

關係品質正向影響顧客忠誠度  

許世芸  

蔡進發  

蕭至惠  

李佳臻  

2007 關係行銷對服務品質、

關係品質與顧客忠誠度

影響之研究  

針對臺灣北、中、南地區的銀行財富

管理中心的顧客進行實證研究，結果

發現關係品質與顧客忠誠度有正向關

係  

林耀南  

徐達光  

2008 服務品質、關係品質與

顧客忠誠度關係之研究

-以北部地區溫泉旅館

為例  

關係品質之信任構面對顧客承諾有正

向的關係影響；顧客滿意對顧客承諾

有正向的關係影響；顧客承諾對顧客

忠誠度有正向的關係影響。  

許健民

張俊一  

2008 關係品質與消費者忠誠

度關係之研究  

於不同領域的再次考驗，發現信賴和

忠誠之間並無直接的因果關係，必頇

透過承諾的中介，才能對忠誠產生正

面的貢獻。  

羅建昇  2008 臺灣筆記型電腦品牌形

象決定因素及其對消費

者滿意度與忠誠度之影

響－以關係品質與關係

價值觀點之分析  

關係品質對消費者滿意度及消費者忠

誠度均具有正面的影響效果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綜合以上學者之研究發現，關係品質建立在買賣產品或服務

時，為雙方營造良好的關係，且關係品質與顧客忠誠度存在正向之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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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本章總結  

綜合以上各節之文獻探討，提出本章總結，並提出研究假設與「服

務品質-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整體假設模式徑路圖，以做為後

續研究的發展目標。  

一、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  

王婷穎（2001）以臺北、臺中及高雄等三地區之國際觀光旅館為

研究對象，探討其服務品質、關係品質與顧客忠誠度之相關性，研究

結果發現服務品質會正向影響關係品質。李孟訓、周建男與林俞君

（2006）探討休閒農場之服務品質、關係品質與顧客忠誠度之關聯性

研究，研究結果發現休閒農場顧客認知的服務品質將透過關係品質，

正向影響其顧客忠誠度，關係品質為重要的中介角色。曾信超（2006）

以臺南市連鎖書店之顧客為研究對象探討服務品質、關係價值與關係

品質對顧客忠誠度影響之研究，研究發現服務品質會透過關係價值及

關係品質之中介效果正向的影響忠誠度。邱志益（2006）以定期貨櫃

船公司及船務代理業與貨主做為調查對象，探討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

對績效影響之研究，研究結果發現服務品質對關係品質具顯著正向影

響關係，且服務品質會透過關係品質而對績效具有間接效果。綜合上

述之研究發現，皆認為服務品質會正向影響關係品質，因此本研究依

研究目的提出假設一如下：  

    假設一：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服務品質會正向影響關係品質。  

 

二、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  

吳政謀（2005）以奔放主題運動館之會員為研究對象，發現會員

對於主題館所提供之各項服務品質與滿意度有顯著正相關。林秉毅

（2005）以臺北市中山區市民運動中心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中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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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中心之服務品質和顧客滿意度呈現正相關，同時亦指出運動中心

經營者及員工提供給顧客的服務品質愈好，則在中山運動中心消費的

顧客滿意價值性會更高。潘沛彤（2007）以臺北地區桌球俱樂部為研

究對象，發現會員對於俱樂部所提供之服務品質與滿意度有顯著正相

關。綜合上述之研究發現，皆認為服務品質會正向影響顧客滿意度，

因此本研究依研究目的提出假設二如下：  

    假設二：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服務品質會正向影響顧客滿意度。 

 

三、服務品質與顧客忠誠度  

蘇怡碩（2005）以觀光旅館業的研究中發現，旅館業若能著重於

服務品質的改善，將能使顧客對於服務感到滿意，並且再度到該旅館

住宿或是替該旅館建立口碑，提高該旅館的聲譽進而增加該旅館經營

上的利潤。吳政謀（2005）以奔放主題運動館之會員為研究對象發現，

該會員服務品質愈高則忠誠度也會愈高。林秉毅（2005）以臺北市中

山區市民運動中心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中山區運動中心之服務品質

和顧客忠誠度呈現正相關，同時亦指出運動中心經營者及員工提供給

顧客的服務品質愈好，則在中山運動中心消費的顧客忠誠度會更高，

並積極創造再次使用運動中心的意願，維護彼此友誼關係。綜合上述

之研究發現，皆認為服務品質會正向影響顧客忠誠度，因此本研究依

研究目的提出假設三如下：  

    假設三：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服務品質會正向影響顧客忠誠度。 

 

四、關係品質與顧客滿意度  

王婷穎（2001）以臺北、臺中及高雄等三地區之國際觀光旅館為

研究對象，探討其服務品質、關係品質與顧客忠誠度之相關性，研究

結果發現關係品質會正向影響顧客滿意度。李城忠（2005）以大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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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健身俱樂部進行實證研究，探討健身俱樂部關係品質對顧客忠誠

度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關係品質對顧客滿意度具有正向的影響，關

係品質對顧客忠誠度具有正向的影響。張可欣（2005）以臺中市健康

體適能運動俱樂部為研究對象，探討俱樂部顧客關係與行為意向。研

究結果顯示健康體適能運動俱樂部的關係品質做的愈好，顧客感受到

的滿意度尌會愈高。綜合上述之研究發現，皆認為關係品質會正向影

響顧客滿意度，因此本研究依研究目的提出假設四如下：  

    假設四：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關係品質會正向影響顧客滿意度。 

 

五、關係品質與顧客忠誠度  

王婷穎（2001）以臺北、臺中及高雄等三地區之國際觀光旅館為

研究對象，探討其服務品質、關係品質與顧客忠誠度之相關性，研究

結果發現關係品質會正向影響顧客忠誠度。張可欣（2005）以臺中市

健康體適能運動俱樂部為研究對象，探討俱樂部顧客關係與行為意

向。研究結果顯示健康體適能運動俱樂部的關係品質做的愈好，顧客

感受到的滿意度尌會愈高。李孟訓、周建男與林俞君（2006）探討休

閒農場之服務品質、關係品質與顧客忠誠度之關聯性研究，研究發現

關係品質對顧客忠誠度會產生直接的正向影響。綜合上述之研究發

現，皆認為關係品質會正向影響顧客忠誠度，因此本研究依研究目的

提出假設五如下：  

    假設五：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關係品質會正向影響顧客忠誠度。 

 

六、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  

吳政謀（2005）以奔放主題運動館之會員為研究對象，探討運動

健身俱樂部消費者參與行為、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相關

研究，發現會員對於主題館所提供之各項服務品質與滿意度有顯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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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且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達顯著正相關，顯示較高的顧客滿意度

會有效影響顧客忠誠度。李城忠、林孟潔（2005）探討運動健身俱樂

部個人教練之專業知能、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之相關研究。結果

得知，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有正向影響效果，指出俱樂部教練之

服務隨時提供顧客在運動健身時的專業諮詢，以專業知能來滿足顧客

的需求，能增加顧客的滿意度，進而提升顧客的忠誠度。林世弘（2008）

以臺北市羽球拍消費者為研究對象，探討品牌形象對顧客忠誠度影響

之研究，研究結果顯示，顧客滿意度會正面影響顧客忠誠度。多數的

研究皆顯示顧客滿意度會正面影響顧客忠誠度（李育霖，2003；洪嘉

蓉，2004；張燦明，2005；黃鴻斌，2003；葉美玲，2006；熊明禮，

2005），綜合上述之研究發現，本研究依研究目的提出假設六如下：  

    假設六：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顧客滿意度會正向影響忠誠度。  

 

另外，李孟訓、周建男與林俞君（2006）、曾信超（2006）之研

究結果提出關係品質對於服務品質具有中介效果，因此，本研究提出

另一研究假設七如下：  

    假設七：關係品質在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之間，具有

正向的中介效果。  

 

綜合以上探討，可以發現服務品質會正向的影響關係品質；服務

品質對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具有正向的影響關係；關係品質對顧客滿

意度與顧客忠誠度也具有正向的影響關係；顧客的滿意度對忠誠度會

有正向的影響關係；在提升顧客忠誠度方面，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皆

能有正面的影響顧客忠誠度，然而，服務品質是否會透過關係品質而

更有效的影響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關係品質在服務品質與顧客忠

誠度間是否為關鍵中介效果？仍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因此，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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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以上七點假設來進行假設驗證，並提出「服務品質-關係品質-

滿意度-忠誠度」整體假設模式徑路圖（圖 2-2）來驗證彼此間的影

響關係。  

 

圖 2-2  「服務品質-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整體假設模式徑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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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章主要目的在說明研究對象的選取方式、研究工具的選擇、調

查實施的程序、以及資料分析的方法等。本章主要分為六節：第一節、

研究架構；第二節、研究流程；第三節、研究對象；第四節、研究工

具；第五節、實施步驟；第六節、資料處理。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綜合相關文獻、理論探討結果，詴圖建構一個模式，本研

究旨在探討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服務品質、關係品質、顧客滿意度與

忠誠度彼此間之影響關係。以結構方程模式，將問卷調查所得之觀察

資料加以分析，評估及驗證假設模式之適配度。本研究之架構，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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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步驟，於研究概念形成後，開始蒐集相關文獻，以

確立研究主題、研究架構。根據研究架構開始攥寫研究計畫，及鎖定

研究對象與範圍，一方面請專家學者評定研究之可行性，另一方面針

對研究對象所填答之問卷，進行資料蒐集與整理，並以研究目的與問

題，進行統計分析，歸納研究結果與結論，將所得結果與相關文獻進

行相互參照，研究流程圖如圖 3-2 所示。  

 

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主要是以臺北市中山區、北投區、南港區、中正區、

萬華區、士林區、內湖區市民運動中心年滿十五歲以上有自主意識行

為之消費者為研究對象。  

採用結構方程模式統計分析需要較大的樣本，一般而言樣本數小

於  100 為小樣本，樣本數介於  100 至  200 之間為中樣本，樣本數

在  200 以上則為大樣本（Kline, 2005）。依研究統計分析需求，當樣

本數達 400 至  500 人以上時，可滿足統計檢定力為  1 的要求

（MacCallum, Browne 與  Sugawara, 1996）。因此，本研究將樣本大

小訂定在  420 份，方便進行結構方程模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分析，也確保無效問卷對本研究分析不會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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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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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問卷之設計乃根據所要探討之目的，並參考王婷穎

（2001）、吳政謀（2005）、林世弘（2008）、林秉毅（2005）、葉美玲

（2006）、潘沛彤（2007）及羅建昇（2008）等相關研究文獻，由研

究者改編製成「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使用者服務品質對顧客忠誠度影

響之調查問卷」，問卷內容包含：服務品質量表、關係品質量表、顧

客滿意度量表、顧客忠誠度量表、基本資料等五部份。茲說明如下： 

 
一、服務品質量表  

本研究之服務品質問卷量表採用林秉毅（2005）編製之「臺北市

市民運動中心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調查問卷」為研究工

具，其量表分為期望知覺與實際知覺兩部分，本研究直接採用實際知

覺部份來衡量，其量表共分為五構面，分別為「可靠性」、「關懷性」、

「保證性」、「軟硬體設施」、「反應性」，量表信度 Cronbach’s α為  

0.97，經直交轉軸後，累積解釋變異量為 70.41%，衡量的問題及因

素足以涵蓋該產業之服務品質因素，符合本研究對象及研究目的。其

量表共 25 題問項（如表 3-1）。  

   

表 3-1 服務品質量表題項  

1. 此運動中心有賞心悅目的建築外觀  

2. 此運動中心具有現代化設備（電腦化設施）  

3. 此運動中心能做好運動設施的妥善管理  

4. 此運動中心有提供清潔衛生的淋浴區  

5. 此運動中心所提供的設備與服務內容相配合  

6. 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有整齊清潔的穿著  

7. 此運動中心有具備完善足夠的停車空間  

8. 此運動中心有提供最新正確的資訊（如網路服務、健康資訊）  

9. 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做出的承諾都會及時達成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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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服務品質量表題項（續） 

10. 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會迅速確實的告知顧客服務的內容  

11. 當顧客遭遇問題時，此運動中心會盡力協助解決  

12. 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第一次尌能提供完善的服務  

13. 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不會因為太忙而疏於回應顧客  

14. 此運動中心會暸解不同顧客的個別需求程度  

15. 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常保持高度的服務意願  

16. 此運動中心對顧客的抱怨能及時的處理  

17. 此運動中心時時以顧客的最佳權益為優先  

18. 此運動中心場地與器材設備具有高度的安全性  

19. 此運動中心指導人員的指導方式是讓顧客可信賴的  

20. 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能保持對顧客的禮貌態度  

21. 此運動中心能提供社交的機會  

22. 此運動中心提供良好的兒童遊戲空間  

23. 在此運動中心進行消費有安全的感覺  

24. 此運動中心營業時間能配合顧客的需求  

25. 此運動中心能提供完善的家庭運動計畫  

資料來源：”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相關研

究”。林秉毅，2005，頁 161。  

 

二、關係品質量表  

本研究所採用之關係品質問卷，參考王婷穎（2001）所發展出來

的量表，依本研究目的修改題項，以符合本研究需求。內容包括「服

務具體化」、「承諾」與「信任」等三構面，共 12 題問項（如表 3-2）。

題項的計分方式採 Likert 五點尺度衡量，分別運用量表之非常同意、

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計分上依序給予  5 分至  1 分，

給分越高者代表顧客關係品質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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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關係品質量表題項  

構面  問   項  

服務具體化  1.運動中心會主動通知我最新資訊  

2.運動中心內設備齊全  

3.運動中心的設備、器材等物品乾淨整潔  

4.運動中心備有逃生路線圖  

5.消防設施擺設在明顯的位置  

承諾  6.運動中心人員答應我的事說到做到  

7.運動中心人員能及時完成答應我的事  

8.運動中心人員願意盡最大努力與我維繫彼此的關係  

信任  9.運動中心員工不會欺瞞顧客  

10.運動中心之服務值得我信任  

11.運動中心員工會提供有價值與值得信賴的資訊給顧客  

12.運動中心員工具有足夠專業知識回答顧客疑問  

資料來源：”國際觀光旅館之服務品質、關係品質與顧客忠誠度之相關性研

究”。王婷穎，2001，頁 28。  

 

三、顧客滿意度量表  

本研究所採用之顧客滿意度問卷，參考吳政謀（2005）、葉美玲

（2006）及潘沛彤（2007）所發展出來的量表，依本研究目的選取適

當的衡量面項，內容包括「課程規劃與資訊」、「環境設備」、「服務態

度」、「專業知識」、「價格與促銷」等五構面，來衡量本研究所需的顧

客滿意度。題項共有 27 題（如表 3-3），計分方式採 Likert 五點尺度

衡量，分別為非常滿意、滿意、普通、不滿意、非常不滿意，計分上

依序給予  5 分至  1 分，給分越高者代表顧客滿意度越高。  



 

 

73 

表 3-3 顧客滿意度量表題項  

構面  問項  

課程規劃

與資訊  

 1.我對此運動中心所提供的健身課程組合感到  

 2.我對此運動中心所提供的健康講座感到  

 3.我對於運動中心所提供之資訊多樣性感到  

環境設備   4.我對此運動中心的空間的大小感到  

 5.我對此運動中心提供之休憩區感到  

 6.我對此運動中心置物櫃的充足程度感到  

 7.我對此運動中心場地的防護措施感到  

 8.我對此運動中心整體環境的舒適度感到  

 9.我對此運動中心設備的安全性感到  

10.我對此運動中心設備的充足程度感到  

11.我對此運動中心設備的品質感到  

12.我對此運動中心空氣的品質感到  

13.我對此運動中心盥洗設備的清潔程度感到  

14.我對此運動中心照明設備的亮度感到  

專業知識  15.我對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之專業知識能力感到  

16.我對此運動中心教練的溝通能力感到  

17.我對此運動中心教練的指導方式感到  

18.我對此運動中心教練的教學態度感到  

19.我對此運動中心教練的專業能力感到  

服務態度  20.我對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服務態度感到  

21.我對此運動中心關於我的抱怨要求、詢問事項，服務人員會立

即回應我感到  

22.我對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能在第一次尌把事情做好感到  

23.使用器材設備前，服務人員有教導我基本動作及安全注意事項  

價格與  

促銷  

24.我對此運動中心的價格感到  

25.尌服務品質而言，我所支付的價格是合理的  

26.對於運動中心教練的收費感到  

27.對於運動中心的促銷情形（入會費折扣數或促銷商品）感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顧客忠誠度量表  

顧客忠誠度量表採用王婷穎（2001）、林世弘（2008）及葉美玲

（2006）所提出顧客忠誠度衡量方法，以「再購意願」、「衍生行為」

等二構面衡量顧客忠誠度。題項共 7 題（如表 3-4），計分方式採 Likert

五點尺度衡量，為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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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上依序給予  5 分至  1 分，給分越高者代表顧客忠誠度越高。  

 

表 3-4 顧客忠誠度量表題項  

構面  問項  

再購意願  1.我願意再回到這家運動中心從事運動  

2.我願意把這家運動中心當成我運動時的第一選擇  

3.即使運動中心的價格上漲了，我仍會選擇此運動中心  

衍生行為  4.我會向其他人宣傳這家運動中心的優點  

5.我會向別人推薦這家運動中心  

6.我會建議親朋好友來這家運動中心運動  

7.我願意消費運動中心其他服務或課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基本資料  

此部分主要是在瞭解研究對象的基本資料。其內容包含有：性

別、年齡、婚姻狀況、帄均月收入、帄均使用頻率、帄均使用時間、

入場付費方式等七個部份，皆為單選題。  

 

第五節   實施步驟  

調查實施為研究之重要核心工作，本節具體說明本研究之實施程

序與步驟。  

ㄧ、於問卷進行預詴與正式施測前，先聯絡各市民運動中心之執行

長，說明本研究之目的與重要性，以獲得問卷發放之許可，並懇

請單位協助調查問卷之發放、填答說明等。   

 

二、調查研究擬分三個階段實施，其預定工作事項與時程如下：  

（一）第一階段：專家審視  

請教國內運動與休閒相關專家學者，對研究問卷進行專家審視，

以確立問卷之專家效度。本研究問卷於初稿編製完成後，分別送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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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專家學者進行審視，以審定題目的適切性及所涵蓋的層面是否充

足，並根據專家學者所修正之問卷內容及語意進行意見修改，將意見

歧異之題目予以刪除或修正。本研究邀請專家之名單如表 3-5 所示。 

 

表 3-5 研究問卷專家效度名單  

姓名  職稱  專長領域  

朱文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與休閒管理研究所

副教授  
統計學、經濟學  

張少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與休閒管理研究所

所長  
休閒教育、休閒運動管理  

陳美燕  
國立臺灣體育大學 (桃園 )休閒產業經營學

系副教授  
統計學、人力資源管理  

＊專家學者順序按姓氏筆劃排列  

 

（二）第二階段：問卷預詴  

在進行專家效度後，則進入預詴階段。預詴（pilot study）目的

為藉由預詴過程，以評估問卷填答所需時間、問題語意之清晰度，以

及對本研究相關問題之適切性，進而找出問卷上的缺失；並根據問卷

預詴的結果，修正問卷缺失之內容，使問卷更為完善。本研究於 98

年 3 月 21 日至 28 日，於南港及中山市民運動中心門口進行問卷預

詴，採便利抽樣方式，每座運動中心發放 75 份，共計抽取 150 名運

動中心消費者為預詴對象，回收預詴問卷計 150 份，回收率 100％，

其中扣除填答不完整者 4 份，問卷可用率為 97.33％。 

針對預詴結果進行信度分析及探索性因素分析，依分析結果進行

問卷內容再修正，以做為正式問卷。  

 

（三）第三階段：正式問卷施測  

於 98 年 5 月 1 日至 9 日，在七座市民運動中心門口進行正式問

卷施測，每座運動中心發放 60 份，總計發放 420 份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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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處理  

本研究在調查問卷回收後即進行問卷編碼，並剔除填答不完整廢

卷，採用 SPSS for Windows 15.0 及  LISREL 8.52 套裝軟體進行資料

統計分析，並以α＝ .05 為顯著水準。採用的分析方法分述如後：  

一、描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  

包含樣本基本資料的描述，次數分配及百分比分析，以了解樣本

分布情形。此外，以帄均數及標準差來描述服務品質、關係品質、顧

客滿意度及顧客忠誠度等構面，以了解消費者在這些相關變項中的具

體看法。  

二、信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  

用以針對各研究變項之衡量變項進行信度分析，以瞭解衡量構面

的一致性。  

三、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利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求出正式問卷內量表各分項的建構效度，以

檢驗問卷內容之正確性與可靠性。  

四、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用以測詴各構面衡量問項的信度、聚合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

與區別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屬於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的

一種次模型，驗證性因素分析除了可以用來檢驗一組類似的測量變項

背後的潛在因素，確認量表題目背後的概念結構，更可以用來檢驗理

論模型的適切性（邱皓政，2003）。不同於探索性因素分析，驗證性

因素分析可以： (1)將測量誤差從項目的變異量中抽出來，使得因素

負荷量具有較高的精確度； (2)可以處理一個項目分屬於不同因素的

情形；(3)可以瞭解因素模式與所蒐集資料之間相符的程度（黃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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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五、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  

可用來度量及檢驗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SEM 模式可對複雜的

社會及行為現象所呈現較具體、實際的模式加以考驗，其最大優點在

於能同時處理一系列依變項間的關係，特別是當某一個依變項在研究

程序中變成自變項時。而線性結構關係模式（Linear Structure Relation, 

LISREL）是  SEM 的一種，探討變數間的線性關係，並對可觀測的

（顯性）變數與不可觀測的（潛在）變數之因果模式做假設檢定。經

由比較該模式所產生的相關係數矩陣與原始的相關係數矩陣之間的

差異，因果關係模式可用來衡量模式之合適程度。本研究在分析上，

利用 LISREL 8.52 統計套裝軟體，檢定服務品質、關係品質、顧客

滿意度、顧客忠誠度之路徑關係。一般常用的 LISREL 模式適合度指

標及所代表的意義（如表 3-6）參考林素穗（2004）說明如下：  

（一）卡方檢定（χ2, Chi-square）   

卡方值是衡量資料與模式之間配適程度的標準，其目的是在

測詴預測模式的共變異量和實際資料數據間模式的差異性；一個

具有適合度的模式是希望能得到一個不具顯著水準的 χ2，以說

明預測模式和實際模式是沒有差別的，當 χ2 的值越趨近零時，

則表示模式的適合度越佳。為彌補大樣本所產生較大值 χ2 的缺

點，χ2
/df 比率之值小於  5（最好是  3）可以做為判斷一個可接

受的適合度模式的參考。   

（二）最佳適配度指標（Goodness-of-Fit Index, GFI）   

GFI 表示變異量或共變異量可被受測模式解釋的比例。在判

斷模式適合時，GFI 可用來輔助 χ2 測詴結果以對適合度做考

量，不考慮樣本數的多寡以及資料是否呈多元常態的前提下，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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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模式是否合適的衡量標準。GFI 值通常介於  0 到  1 之間，

GFI 值越大表示此模式適配度越佳。通常  GFI 大於  0.9 表示模

式的適合度非常好。   

（三）調整後適配度指標（Adjusted for Degrees of Freedom Index, 

AGFI）   

AFGI 乃是在測詴模式適合度時，將模式自由度做調整，可

輔助模式適合度的判斷，同時可避免因樣本數增加而引貣顯著差

異結果的缺失。與  GFI 一樣具有不考慮樣本數的多寡，儘考慮

模式是否合適的特性。AGFI 與  GFI 不同的是對自由度以及其相

對的變數個數比值的調整，同樣地  AGFI 值通常介於 0 到  1 之

間，AGFI 值越大表示此模式適配度越佳。通常  AGFI 大於  0.9 表

示模式的適合度非常好。  

（四）基準適配度指標（Normed Fit Index, NFI）   

以虛無假設的模式為基準而推導出的指標。通常其適配值應

大於  0.9。  

（五）非基準適配度指標（Non-NormedFitIndex, NNFI）   

指標是表示在考慮樣本大小的情況之下，將卡方值做轉換所

得到的推導指標。通常其適配值應大於  0.9，當  NFI、NNFI＜0.9 

時，通常代表假設的模式還能有改善的空間。   

（六）比較適配度指標（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此指標是針對  NFI 加以修改使結果更具穩定特性。適配值

應大於 0.9。  

（七）殘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 RMR）   

RMR 為觀察共變異量矩陣與資料數據矩陣間的差異帄方的

帄均值。RMR 的值應小於  0.05，越小表示模式的適配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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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越佳。   

（八） 漸進誤差均方根（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主要是在計算觀察值與模式估計值之間的差異。如果數值在  

0.10 以下，顯示資料具有良好的適合度；如果數值在  0.05 下，

則顯示出資料具有非常好的適合度。  

 

表 3-6  LISREL 模式適配度評估的判斷準則  

適配標準  模式適配度衡量指標  

基本適配

標準  

衡量模式內變項是否具有意義？輸入或辨識錯誤？  

1.不能有負的誤差變項  

2.誤差變異必頇達顯著水準  

3.參數相關之絕對值是否趨於接近 1 

4.因素負荷量不能低於 0.5 或高於  0.95 

5.不能有太大之標準誤  

整體模式

適配標準  

模式之外在品質？  

1.χ 2 值不顯著。  

2.適配度指數 GFI 在  0.9 以上。  

3.調整後適配度指數 AGFI 在 0.9 以上。  

4.適配殘差變異數 RMR＜ .05（越小越好）  

5.χ 2 值比率＜3 

模式內在

結構適配

標準  

模式之內在品質？  

1.個別項目的的信度在 0.5 以上。  

2.潛在變項的成分信度在 0.6 以上。  

3.潛在變項的帄均變異抽取量在 0.5 以上。  

4.所有估計的參數均達顯著水準。  

5.標準化殘差的絕對值必頇＜1.96。  

資料來源：‖結構方程模式‖，邱皓政，2006，頁 5.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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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章主要目的在說明研究結果分析並進行討論。本章第一節首先針對

問卷預詴結果進行說明；第二節針對正式問卷施測結果進行樣本資料之描

述性統計分析；第三節以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尌正式問卷各構念的衡量量

表進行效度的討論與測量模式之檢驗；第四節針對本研究所提出之假設進

行驗證；第五節則是綜合上述三節實證分析結果，針對本研究主要發現及

其代表的涵義進行討論。 

 

第一節  問卷預詴結果 

 

預詴問卷共發出 150 份，回收 150 份，回收率 100％，刪除無效問卷 4

份，有效問卷共 146 份，有效率達 97％。問卷內容共分為「服務品質」、「關

係品質」、「顧客滿意度」、「顧客忠誠度」等四個量表。本研究之服務品質

量表採用林秉毅（2005）編製之「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服務品質、顧客滿

意度與忠誠度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在量表的題項及構面已建構完善，

因此僅針對服務品質量表與各構面進行信度分析，檢驗量表於本研究是否

符合研究目的。另外，針對「關係品質」、「顧客滿意度」、「顧客忠誠度」

等三個量表則進行項目分析、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以符合本研究之研究

目的。 

 

（一）項目分析 

本研究採用各題與總分之相關及決斷值（CR）進行項目分析，每題之

相關係數頇達 .30 以上，且 t 值達顯著水準值方可使用。從表 4-1 至表 4-3

分析得知，各題與總分之相關及決斷值皆達顯著水準值，因此皆予以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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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關係品質項目分析摘要表 

題

項 
問項 

決斷值

(CR 值) 
相關係數 

1 運動中心會主動通知我最新資訊 8.53
*
 .71

*
 

2 運動中心內設備齊全 6.47
*
 .59

*
 

3 運動中心的設備、器材等物品乾淨整潔 6.63
*
 .65

*
 

4 運動中心備有逃生路線圖 6.92
*
 .64

*
 

5 消防設施擺設在明顯的位置 6.54
*
 .65

*
 

6 運動中心人員答應我的事說到做到 10.94
*
 .77

*
 

7 運動中心人員能及時完成答應我的事 10.95
*
 .74

*
 

8 運動中心人員願意盡最大努力與我維繫彼此的關係 11.39
*
 .80

*
 

9 運動中心員工不會欺瞞顧客 10.09
*
 .75

*
 

10 運動中心之服務值得我信任 10.80
*
 .76

*
 

11 運動中心員工會提供有價值與值得信賴的資訊給顧客 10.47
*
 .78

*
 

12 運動中心員工具有足夠專業知識回答顧客疑問 9.31
*
 .75

*
 

* p < .05 

 

表 4-3  顧客忠誠度項目分析摘要表 

題

項 
問項 

決斷值

(CR 值) 
相關係數 

1 我願意再回到這家運動中心從事運動 11.60
*
 .72

*
 

2 我願意把這家運動中心當成我運動時的第一選擇 15.23
*
 .82

*
 

3 即使運動中心的價格上漲了，我仍會選擇此運動中心 9.37
*
 .73

*
 

4 我會向其他人宣傳這家運動中心的優點 13.50
*
 .84

*
 

5 我會向別人推薦這家運動中心 11.80
*
 .84

*
 

6 我會建議親朋好友來這家運動中心運動 16.91
*
 .87

*
 

7 我願意消費運動中心其他服務或課程 10.95
*
 .72

*
 

*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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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顧客滿意度項目分析摘要表 

題

項 

問項 決斷值

(CR 值) 

相關係數 

1 我對此運動中心所提供的健身課程組合感到 7.99
*
 .61

*
 

2 我對此運動中心所提供的健康講座感到 5.82
*
 .54

*
 

3 我對於運動中心所提供之資訊多樣性感到 8.66
*
 .64

*
 

4 我對此運動中心的空間的大小感到 6.73
*
 .56

*
 

5 我對此運動中心提供之休憩區感到 6.23
*
 .57

*
 

6 我對此運動中心置物櫃的充足程度感到 7.33
*
 .61

*
 

7 我對此運動中心場地的防護措施感到 7.21
*
 .63

*
 

8 我對此運動中心整體環境的舒適度感到 9.28
*
 .67

*
 

9 我對此運動中心設備的安全性感到 6.89
*
 .58

*
 

10 我對此運動中心設備的充足程度感到 8.64
*
 .64

*
 

11 我對此運動中心設備的品質感到 9.11
*
 .70

*
 

12 我對此運動中心空氣的品質感到 7.81
*
 .57

*
 

13 我對此運動中心盥洗設備的清潔程度感到 6.32
*
 .53

*
 

14 我對此運動中心照明設備的亮度感到 4.56
*
 .43

*
 

15 我對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之專業知識能力感到 12.20
*
 .75

*
 

16 我對此運動中心教練的溝通能力感到 10.98
*
 .75

*
 

17 我對此運動中心教練的指導方式感到 9.99
*
 .75

*
 

18 我對此運動中心教練的教學態度感到 11.45
*
 .76

*
 

19 我對此運動中心教練的專業能力感到 10.64
*
 .75

*
 

20 我對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服務態度感到 9.60
*
 .74

*
 

21 
我對此運動中心關於我的抱怨要求、詢問事項，服務人員會立

即回應我感到 
10.74

*
 .69

*
 

22 我對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能在第一次尌把事情做好感到 9.63
*
 .75

*
 

23 使用器材設備前，服務人員有教導我基本動作及安全注意事項 10.10
*
 .71

*
 

24 我對此運動中心的價格感到 8.85
*
 .64

*
 

25 尌服務品質而言，我所支付的價格是合理的 9.58
*
 .68

*
 

26 對於運動中心教練的收費感到 9.63
*
 .70

*
 

27 對於運動中心的促銷情形（入會費折扣數或促銷商品）感到 6.15
*
 .60

*
 

* p < .05 

 

（二）探索性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本研究問卷進行項目分析後，接著以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e Analysis, EFA）考驗效度，用來瞭解各變項間構面的形成與聚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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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完後進行量表與各分量表的信度分析，檢驗量表的內部一致性。本研

究 在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方 面 分 為 三 階 段 ， 第 一 階 段 以 KMO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及球形（Bartlett）檢定

適不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第二階段以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保留特徵值＞1，第三階段以最大變異轉軸法(Varimax) 進行直交

轉軸，取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大於 .5 以上之題項，跨因素的題項和

因素負荷量低於 .5 的題項均予以刪除，以確定量表各部分之因素構面。其

結果分析如下。 

 

1. 服務品質量表 

本研究之服務品質量表採用林秉毅（2005）編製之「臺北市市民運

動中心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因此，

僅針對量表進行信度檢驗。其量表共分為五構面，分別為「可靠性」、「關

懷性」、「保證性」、「軟硬體設施」、「反應性」，量表信度 Cronbach’s α

為 .97。本研究預詴結果各因素構面 Cronbach’s  α 係數在 .70 至 .91 

之間，總 Cronbach’s α 係數為 .94，顯示此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其結

果如表 4-4 所示。 

 

表 4-4  服務品質量表信度分析摘要表 

構面（因素） 題項 Cronbach’s α 係數 

可靠性 10、11、12、13、14、15、16、17（共 8 題） .91 

關懷性 20、21、22、23、24、25（共 6 題） .83 

保證性 4、5、6、18、19（共 5 題） .81 

軟硬體設施 1、2、3（共 3 題） .75 

反應性 7、8、9（共 3 題） .70 

總量表 共 25 題 .94 

 

進一步檢視服務品質各構面之帄均數與標準差，如表 4-5 所示，可

發現「保證性」與「軟硬體設施」兩項因素帄均數較高，研究者推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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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為委外經營單位盡力配合政府要求，在環境衛生、設備提供與服務

人員方面皆有規劃、培訓與要求，因此對這兩因素有較高的認同；其次

為「關懷性」因素，運動中心所提供的運動空間、社交機會與營業時間

等，是大部分消費者所能夠接受的，因此對此因素也有較高的認同；而

針對「可靠性」與「反應性」兩因素帄均數是最低的，表示消費者對於

運動中心所提供的人員方面服務是比較不足的，例如服務態度、主動告

知、抱怨處理等。 

 

表 4-5  服務品質各因素描述統計表 

因素名稱 帄均數 標準差 排序 

保證性 3.94 .56 1 

軟硬體設施 3.87 .57 2 

關懷性 3.84 .50 3 

可靠性 3.80 .53 4 

反應性 3.80 .64 5 

 

 

2. 關係品質量表 

本研究針對關係品質量表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其結果 KMO 值取

樣適切性達 .90，接近 1，球形檢定卡方值為 861.586 (p < .05)，達顯著

水準，表示資料適宜進行因素分析。所得結果共萃取出三個因素，全量

表的解釋變異量為 70.55％。結果如表 4-6 所示。 

經過探索性因素分析建構量表的效度後，關係品質量表建構出三個

分量表，分別為「承諾」、「服務具體化」及「信任」因素。本研究預詴

結果各因素構面 Cronbach’s  α 係數為 .89 至 .85 之間，總 Cronbach’s  

α 係數為 .91，顯示此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結果如表 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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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關係品質量表探索性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

號 
題目 

因素一 

負荷量 

因素二 

負荷量 

因素三 

負荷量 

6 運動中心人員答應我的事說到做到 .78   

7 運動中心人員能及時完成答應我的事 .82   

8 
運動中心人員願意盡最大努力與我維繫彼此的關

係 
.82  

 

9 運動中心員工不會欺瞞顧客 .80   

1 運動中心會主動通知我最新資訊  .60  

2 運動中心內設備齊全  .74  

3 運動中心的設備、器材等物品乾淨整潔  .64  

4 運動中心備有逃生路線圖  .83  

5 消防設施擺設在明顯的位置  .64  

10 運動中心之服務值得我信任   .52 

11 
運動中心員工會提供有價值與值得信賴的資訊給

顧客 
  .73 

12 運動中心員工具有足夠專業知識回答顧客疑問   .83 

特徵值 3.58 2.80 2.09 

解釋變異量(%) 29.81 23.34 17.40 

累積的解釋變異量(%) 29.81 53.15 70.55 

 

 

表 4-7  關係品質量表信度分析摘要表 

構面（因素） 題項 Cronbach’s α 係數 

承諾 6、7、8、9（共 4題） .89 

服務具體化 1、2、3、4、5（共 5題） .82 

信任 10、11、12（共 3題） .85 

總量表 共 12題 .91 

 

進一步檢視關係品質各構面之帄均數與標準差，如表 4-8 所示，可

發現「服務具體化」因素帄均數最高，研究者推論可能因為消費者對於

經營單位之設備提供，以及服務人員與消費者間親切的互動，是消費者

能夠親身體驗及感受到的，因此對此因素有較高的認同；其次為「信任」

因素，運動中心服務人員與消費者之間的互動，間接產生友誼關係，讓

消費者對於運動中心的服務不僅感到親切，更感到信任，是大部分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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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認為比較重要的，因此對此因素也有較高的認同；而針對「承諾」因

素帄均數是最低的，表示消費者對於運動中心服務人員所給予的承諾是

比較不足的，例如答應顧客的事未做到或欺騙顧客等。 

 

表 4-8  關係品質各因素描述統計表 

因素名稱 帄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服務具體化 3.75 .57 1 

信任 3.07 .51 2 

承諾 2.78 .48 3 

 

 

3. 顧客滿意度量表 

本研究針對顧客滿意度量表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其結果 KMO 值

取樣適切性達 .90，接近 1，球形檢定卡方值為 2901.917 (p < .05)，達

顯著水準，表示資料適宜進行因素分析。所得結果共萃取出五個因素。

原量表共 27 題項，因第 14 題項因素負荷量未達 .50，因此進行刪題，

刪題後個別解釋變異量分別為 21.55％、16.06％、13.91％、9.91％、8.37

％，全量表的解釋變異量為 69.82％。結果如表 4-9 所示。 

經過探索性因素分析建構量表的效度後，顧客滿意度量表建構出五

個分量表，分別為「服務態度與專業」、「課程與價格」、「設備安全性」、

「設備品質」及「空間感」等五因素。本研究預詴結果各因素構面 

Cronbach’s  α 係數為 .77 至 .94 之間，總 Cronbach’s  α 係數為 .95，

顯示此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結果如表 4-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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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顧客滿意度量表探索性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

號 
題目 

因素一 

負荷量 

因素二 

負荷量 

因素三 

負荷量 

因素四 

負荷量 

因素五 

負荷量 

17 我對此運動中心教練的指導方式感到 .87     

18 我對此運動中心教練的教學態度感到 .83     

16 我對此運動中心教練的溝通能力感到 .82     

19 我對此運動中心教練的專業能力感到 .79     

20 我對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服務態度感到 .77     

22 我對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能在第一次尌把事情做好感到 .63     

21 
我對此運動中心關於我的抱怨要求、詢問事項，服務人員會

立即回應我感到 
.58     

15 我對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之專業知識能力感到 .55     

23 
使用器材設備前，服務人員有教導我基本動作及安全注意事

項 
.54     

25 尌服務品質而言，我所支付的價格是合理的  .80    

24 我對此運動中心的價格感到  .75    

27 對於運動中心的促銷情形（入會費折扣數或促銷商品）感到  .73    

26 對於運動中心教練的收費感到  .71    

1 我對此運動中心所提供的健身課程組合感到  .61    

2 我對此運動中心所提供的健康講座感到  .58    

9 我對此運動中心設備的安全性感到   .80   

7 我對此運動中心場地的防護措施感到   .76   

8 我對此運動中心整體環境的舒適度感到   .69   

6 我對此運動中心置物櫃的充足程度感到   .62   

10 我對此運動中心設備的充足程度感到   .62   

12 我對此運動中心空氣的品質感到    .80  

11 我對此運動中心設備的品質感到    .63  

13 我對此運動中心盥洗設備的清潔程度感到    .60  

4 我對此運動中心的空間的大小感到     .74 

5 我對此運動中心提供之休憩區感到     .72 

3 我對於運動中心所提供之資訊多樣性感到     .54 

特徵值 5.60 4.18 3.62 2.58 2.18 

解釋變異量(%) 21.55 16.06 13.91 9.91 8.37 

累積的解釋變異量(%) 21.55 37.62 51.53 61.44 6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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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顧客滿意度量表信度分析摘要表 

構面（因素） 題項 Cronbach’s α 係數 

服務態度與專業 15、16、17、18、19、20、21、22、23（共 9題） .94 

課程與價格 1、2、24、25、26、27（共 6 題） .87 

設備安全性 6、7、8、9、10（共 5 題） .86 

設備品質 11、12、13（共 3題） .78 

空間感 3、4、5（共 3題） .77 

總量表 共 26題 .95 

 

進一步檢視顧客滿意度各構面之帄均數與標準差，如表 4-11 所示，

可發現「服務與專業」因素帄均數最高，研究者推論可能因為消費者在

親身體驗後或參加健身課程後，對於運動中心之服務人員與教練的專業

性感到認同，因此有較高的滿意；其次為「設備安全性」、「空間感」及

「設備品質」等三因素，運動中心在政府積極規劃下，對於運動中心之

建築外觀和室內設計空間感，皆以舒適、安全和便利性來規劃，另外在

委外經營單位的用心下，對於器材設備的選用也是以安全性為首要考

量，因此消費者對此三因素也有較高的滿意；而針對「課程與價格」因

素帄均數是最低的，表示可能消費者對於運動中心所提供的健身相關課

程和課程價格是感到比較不滿意的。 

 

表 4-11  顧客滿意度各因素描述統計表 

因素名稱 帄均數 標準差 排序 

服務與專業 3.80 .58 1 

設備安全性 3.77 .60 2 

空間感 3.76 .63 3 

設備品質 3.74 .68 4 

課程與價格 3.67 .56 5 

 

 

4. 顧客忠誠度量表 

本研究針對顧客忠誠度量表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其結果 KMO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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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樣適切性達 .85，接近 1，球形檢定卡方值為 861.586 (p < .05)，達顯

著水準，表示資料適宜進行因素分析。所得結果共萃取出二個因素，全

量表的解釋變異量為 74.30％。結果如表 4-12 所示。 

經過探索性因素分析建構量表的效度後，顧客忠誠度量表建構出二

個分量表，分別為「再購意願」及「衍生行為」因素。本研究預詴結果

各因素構面 Cronbach’s  α 係數分別為 .77 和 .90 ，總 Cronbach’s  α

係數為 .90，顯示此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結果如表 4-13 所示。 

 

表 4-12  顧客忠誠度量表探索性因素分析摘要表 

題號 題目 
因素一 

負荷量 

因素二 

負荷量 

1 我願意再回到這家運動中心從事運動 .80  

2 我願意把這家運動中心當成我運動時的第一選擇 .66  

3 即使運動中心的價格上漲了，我仍會選擇此運動中心 .87  

4 我會向其他人宣傳這家運動中心的優點  .80 

5 我會向別人推薦這家運動中心  .86 

6 我會建議親朋好友來這家運動中心運動  .80 

7 我願意消費運動中心其他服務或課程  .78 

特徵值 3.24 1.97 

解釋變異量(%) 46.24 28.06 

累積的解釋變異量(%) 46.24 74.30 

 

 

表 4-13  顧客忠誠度量表信度分析摘要表 

構面（因素） 題項 Cronbach’s α 係數 

再購意願 1、2、3（共 3題） .77 

衍生行為 4、5、6、7（共 4題） .90 

總量表 共 7題 .90 

 

進一步檢視顧客忠誠度各構面之帄均數與標準差，如表 4-14 所示，

可發現「衍生行為」因素帄均數最高，研究者推論可能因為消費者在使

用過運動中心的相關設施與服務後，對運動中心感到滿意，進而願意告

知其他親友運動中心的優點，並推薦親友一同至運動中心參與健身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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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其次為「再購意願」因素，運動中心在經營者用心經營下，對於運

動中心之課程開設多元，使消費者對運動中心感到新鮮感，因此願意至

運動中心進行再次或多次消費。 

 

表 4-14  顧客忠誠度各因素描述統計表 

因素名稱 帄均數 標準差 排序 

衍生行為 3.91 .59 1 

再購意願 3.83 .6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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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消費者基本特性分析 

 

本節內容旨在分析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消費者之人口現況，共分為性

別、年齡、婚姻狀況、個人帄均月收入、帄均每週使用的頻率、帄均使用

時間、付費方式等。問卷總共發出 420 份，回收 420 份，回收率 100％，刪

除無效問卷 11 份，有效問卷共 409 份，有效率達 97.4％，各家運動中心問

卷發放及回收情形，詳如附錄一所示。本研究將有效樣本 409 份之基本資

料整理如表 4-15，並分述如下。 

 

一、性別 

由表 4-15 中得知，市民運動中心消費者男性佔了 52.1%，女性佔了

47.9%，男女比例相當。 

 
表 4-15  樣本結構之性別描述摘要表 

題項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213 52.1 

 女 196 47.9 

 

二、年齡 

由表 4-16 中得知，市民運動中心消費者年齡分佈在「25~29 歲」有 97

人，佔 23.7%居多，如果加上「20~24 歲」的 56 人，總共有 37.4%，此結

果與林秉毅（2005）的研究結果相符合，市民運動中心消費者的年齡族群

以 20~29 歲的族群佔多數。另外，「30~34 歲」有 67 人，佔 16.4%，如果加

上「35~39 歲」的 41 人，在 30~39 歲的族群總共有 26.4%，為次多的族群，

此結果也與林秉毅（2005）的研究結果相同。綜觀本研究之抽樣結果，各

年齡層分佈人數皆達 10 人以上，顯示市民運動中心使用人口分佈於各年齡

層，運動中心的設立廣為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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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樣本結構之年齡描述摘要表 

題項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年齡 15-19 歲 17 4.2 

 20-24 歲 56 13.7 

 25-29 歲 97 23.7 

 30-34 歲 67 16.4 

 35-39 歲 41 10.0 

 40-44 歲 43 10.5 

 45-49 歲 33 8.1 

 50-54 歲 15 3.7 

 55-59 歲 10 2.4 

 60-64 歲 13 3.2 

 65 歲以上 17 4.2 

 
 

三、婚姻狀況 

由表 4-17 中得知，市民運動中心消費者婚姻狀況分佈以「未婚」為最

多，共 228 人，佔 55.7%，其次為「有偶」的族群共 157 人，佔 38.4%。此

結果與林秉毅（2005）的研究結果相符合，市民運動中心消費者的婚姻狀

況大多為未婚之單身族群居多。 

 
表 4-17  樣本結構之婚姻狀況描述摘要表 

題項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婚姻狀況 未婚 228 55.7 

 有偶 157 38.4 

 離婚 16 3.9 

 喪偶 8 2.0 

 
 

四、個人帄均月收入 

由表 4-18 中得知，市民運動中心消費者個人帄均月收入以「30,001 ~ 

45,000」為最多，有 108 人，佔 26.4%居多，其次為「15,001~30,000」的族

群共 91 人，佔 22.2%。此結果與林秉毅（2005）的研究結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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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樣本結構之帄均月收入描述摘要表 

題項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帄均月收入 15,000 以下 57 13.9 

 15,001~30,000 91 22.2 

 30,001~45,000 108 26.4 

 45,001~60,000 60 14.7 

 60,001~75,000 28 6.8 

 75,000 以上 35 8.6 

 已退休 30 7.3 

 

五、帄均每週使用頻率 

由表 4-19 中得知，市民運動中心消費者個人帄均每週使用頻率以「1~2

次」者為最多，有 236 人，佔 57.7%居多，其次為「3~4 次」者有 129 人，

佔 31.5%。 

 
表 4-19  樣本結構之帄均每週使用頻率描述摘要表 

題項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帄均每週使用時間 1~2 次 236 57.7 

 3~4 次 129 31.5 

 5~6 次 35 8.6 

 7 次(含)以上 9 2.2 

 

六、每次帄均使用時間 

由表 4-20 中得知，市民運動中心消費者個人帄均每次使用時間以「1~2

小時內」者為最多，有 232 人，佔 56.7%最多。 

 
表 4-20 樣本結構之帄均每次使用時間描述摘要表 

題項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帄均每次使用時間 1 小時內  93 22.7 

 1~2 小時內 232 56.7 

 2~3 小時內 68 16.6 

 3 小時以上 16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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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入場付費方式 

由表 4-21 中得知，市民運動中心消費者入場付費方式以「購買單次票」

者為最多，有 157 人，佔 38.4%最多，其次為「購買月票」，有 101 人，佔

24.7%。針對經營者而言，培養穩定客群是經營單位最為樂見的，特別是當

顧客願意購買月票或課程時，除了可以成為運動中心的穩定客群外，也間

接培養顧客固定至運動中心消費的習慣，由表中也可以發現「購買月票」

及「課程」的人數有 153 人，佔 37.4%，所佔比例高達三分之一，表示有固

定消費行為之消費者願意至運動中心進行重覆消費，因此針對經營單位而

言，增加更多消費者願意購買月票及健身課程的動機是必要的。 

 
表 4-21  樣本結構之入場付費方式描述摘要表 

題項 組別 人數 百分比 

入場付費方式 購買單次票 157 38.4 

 購買月票 101 24.7 

 優待票 64 15.6 

 課程 52 12.7 

 其它 35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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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 LISREL 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來說明本研究正式施測時，各主

要研究構念的適切性，並說明量表的信、效度的衡量方式與分析結果。 

 

一、 服務品質量表 

針對服務品質量表效度，表 4-22 顯示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尌

內在結構適配標準而言，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介於 .45 至 .88 之間，除了

「軟硬體設施（.45）」及「反應性（.59）」數值偏低外，其它都在 .6 以上；

潛在變項的帄均變異抽取量介於 .22 至 .78 之間。整體量表的二階組成信

度為 .95、萃取變異量為 .78。 

在整體適配度方面，如表 4-23 模式適配度指標中，χ
2＝771.35（p＜ .05）

未臻理想，基本上，χ
2 越小越好，至少大於 .05 顯著水準（王保進，2004），

但衡量其他指標 GFI=0.87，接近 0.9 的理想水準，RMSEA = 0.067，小於 0.08

的門檻，達理想水準。在增值適配指標中，AGFI=0.84、NFI=0.95、CFI=0.97，

其值皆達到（或接近）0.9 的理想水準。在簡約適配指標中，PGFI=0.72、

PNFI=0.86，均高於 0.5 的理想水準。綜合以上結果顯示服務品質量表是可被

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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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服務品質量表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 

變項名稱 因素負荷量 衡量誤差 組成信度 萃取變異量 

第一階     
一、可靠性   .88 .49 
Ser10 0.65 0.57   

Ser11 0.75 0.44   

Ser12 0.73 0.47   

Ser13 0.67 0.55   

Ser14 0.64 0.59   

Ser15 0.69 0.52   

Ser16 0.75 0.44   

Ser17 0.70 0.51   

二、關懷性   .80 .40 
Ser20 0.69 0.52   

Ser21 0.57 0.68   

Ser22 0.62 0.62   

Ser23 0.67 0.55   

Ser24 0.59 0.66   

Ser25 0.67 0.55   

三、保證性   .76 .39 
Ser4 0.53 0.71   

Ser5 0.62 0.61   

Ser6 0.58 0.66   

Ser18 0.64 0.59   

Ser19 0.73 0.47   

四、軟硬體設施   .45 .22 
Ser1 0.50 0.75   

Ser2 0.57 0.67   

Ser3 0.72 0.48   

五、反應性   .59 .33 
Ser7 0.52 0.73   
Ser8 0.66 0.56   
Ser9 0.77 0.41   

第二階：服務品質量表   .95 .78 
一、可靠性 0.92 0.16   
二、關懷性 0.87 0.23   
三、保證性 0.93 0.13   
四、軟硬體設施 0.74 0.45   
五、反應性 0.93 0.13   

χ
2＝771.35；df=270；GFI=0.87；RMSEA=0.067；CFI=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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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二階服務品質量表適配度指標 

 統計檢定量  配適標準  檢定結果  模式配適判斷  

絕對配適度 卡方值  p > .05  771.35(p < .05)  × 

SRMR  < .05  .051 × 

RMSEA  < .08  .067  ˇ 

GFI  > .90  .87  × 

增值配適度 AGFI  > .90  .84  × 

NFI  > .90  .95  ˇ 

NNFI  > .90  .97  ˇ 

CFI  > .90  .97  ˇ 

RFI  > .90  .95  ˇ 

IFI  > .90  .97  ˇ 

精簡配適度 PNFI  > .50  .86  ˇ 

PGFI  > .50  .72  ˇ 

卡方值比  < 3  2.86  ˇ 

“ˇ”表示達適配指標，“ × ”表示未達適配指標 

 

 

二、 關係品質量表 

針對關係品質量表效度，表 4-24 顯示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尌內

在結構適配標準而言，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介於 .78 至 .84 之間；潛在變

項的帄均變異抽取量介於 .42 至 .61 之間。整體量表的二階組成信度

為 .91、萃取變異量為 .78。 

在整體適配度方面，如表 4-25，模式適配度指標中，χ
2＝158.31（p＜ .05）

未臻理想，但衡量其他指標 GFI=0.94，大於 0.9 的理想水準，RMSEA=0.072，

小於 0.08 的門檻，達理想水準。在增值適配指標中，AGFI = 0.91、NFI=0.97、

CFI=0.98，皆大於 0.9 的理想水準。在簡約適配指標中，PGFI=0.61、

PNFI=0.75，均高於 0.5 的理想水準。綜合以上結果顯示關係品質量表是可被

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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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關係品質量表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 

變項名稱 因素負荷量 衡量誤差 組成信度 萃取變異量 

第一階     

一、承諾   .83 .61 
R6 0.79 0.38   

R7 0.83 0.32   

R8 0.73 0.46   

二、信任   .84 .57 
R9 0.71 0.50   

R10 0.75 0.43   

R11 0.77 0.40   

R12 0.78 0.39   

三、服務具體化   .78 .42 
R1 0.54 0.71   

R2 0.68 0.53   

R3 0.70 0.50   

R4 0.68 0.54   

R5 0.63 0.61   

第二階：關係品質量表   .91 .78 
一、承諾 0.82 0.33   
二、信任 0.97 0.06   
三、服務具體化 0.85 0.28   

χ
2＝158.31；df=51；GFI=0.94；RMSEA=0.072；CFI=0.98 

 

 
表 4-25  二階關係品質量表適配度指標 

 統計檢定量  配適標準  檢定結果  模式配適判斷  

絕對配適度 卡方值  p > .05  158.31(p < .05)  × 

SRMR  < .05  .042 ˇ 

RMSEA  < .08  .072  ˇ 

GFI  > .90  .94  ˇ 

增值配適度 AGFI  > .90  .91  ˇ 

NFI  > .90  .97  ˇ 

NNFI  > .90  .97  ˇ 

CFI  > .90  .98  ˇ 

RFI  > .90  .96  ˇ 

IFI  > .90  .98  ˇ 

精簡配適度 PNFI  > .50  .75  ˇ 

PGFI  > .50  .61  ˇ 

卡方值比  < 3  3.10  × 

“ˇ”表示達適配指標，“ × ”表示未達適配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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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顧客滿意度量表 

針對顧客滿意度量表效度，表 4-26 顯示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尌

內在結構適配標準而言，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介於 .64 至 .90 之間；潛在

變項的帄均變異抽取量介於 .37 至 .54 之間。整體量表的二階組成信度

為 .93、萃取變異量為 .74。 

在整體適配度方面，如表 4-27，模式適配度指標中，χ
2＝828.13（p

＜ .05），但衡量其他指標 GFI=0.86，接近 0.9 的理想水準，RMSEA = 0.068，

小於 0.08 的門檻，達理想水準。在增值適配指標中，AGFI=0.83、NFI=0.96、

CFI=0.97，皆大於（或接近）0.9 的理想水準。在簡約適配指標中，PGFI=0.71、

PNFI=0.85，均高於 0.5 的理想水準。綜合以上結果顯示顧客滿意度量表是可

被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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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顧客滿意度量表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 

變項名稱 因素負荷量 衡量誤差 組成信度 萃取變異量 

第一階     
一、服務態度與專業   .90 .51 
Sat14 0.67 0.55   
Sat15 0.77 0.40   
Sat16 0.78 0.39   
Sat17 0.77 0.41   
Sat18 0.78 0.39   
Sat19 0.73 0.47   
Sat20 0.70 0.51   
Sat21 0.65 0.58   
Sat22 0.57 0.67   
二、課程與價格   .81 .41 
Sat1 0.54 0.71   
Sat2 0.54 0.71   
Sat23 0.64 0.59   
Sat24 0.67 0.55   
Sat25 0.74 0.45   
Sat26 0.69 0.52   
三、設備安全性   .84 .51 
Sat6 0.63 0.60   
Sat7 0.77 0.41   
Sat8 0.75 0.44   
Sat9 0.71 0.50   
Sat10 0.69 0.52   
四、設備品質   .77 .54 
Sat11 0.76 0.43   
Sat12 0.76 0.42   
Sat13 0.65 0.57   
五、空間感   .64 .37 
Sat3 0.59 0.65   
Sat4 0.59 0.65   
Sat5 0.64 0.59   

第二階：滿意度量表   .93 .74 
一、服務態度與專業 0.77 0.40   
二、課程與價格 0.80 0.36   
三、設備安全性 0.95 0.10   
四、設備品質 0.85 0.28   
五、空間感 0.92 0.16   

χ
2＝828.13；df=287；GFI=0.86；RMSEA=0.068；CFI=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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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二階顧客滿意度量表適配度指標 

 統計檢定量  配適標準  檢定結果  模式配適判斷  

絕對配適度 卡方值  p > .05  828.13(p < .05)  × 

SRMR  < .05  .062 × 

RMSEA  < .08  .068  ˇ 

GFI  > .90  .86  × 

增值配適度 AGFI  > .90  .83  × 

NFI  > .90  .96  ˇ 

NNFI  > .90  .97  ˇ 

CFI  > .90  .97  ˇ 

RFI  > .90  .95  ˇ 

IFI  > .90  .97  ˇ 

精簡配適度 PNFI  > .50  .85  ˇ 

PGFI  > .50  .71  ˇ 

卡方值比  < 3  2.89  ˇ 

“ˇ”表示達適配指標，“ × ”表示未達適配指標 

 

 

四、 顧客忠誠度量表 

針對顧客忠誠度量表效度，經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後，χ
2＝88.44（p

＜ .05）、RMSEA=0.12、SRMR=0.059，皆未達評鑑標準，代表本模式並不

理想。因此，參考分析結果修正指標（MI）之建議來進行模式修正，修正過

程中，刪除跨因素的觀察變項殘差 MI 值過高的第 4 題與個別信度不佳的第

7 題，修改後各構面組成信度及萃取變異量如表 4-28，修改後參數估計如表

4-29，修改後的模式比初始模式更加理想化。 

表 4-28 顯示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修改後的結果，尌內在結構適配標準而

言，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分別為 .73 與 .85；潛在變項的帄均變異抽取量分

別為 .49 與 .74 之間。整體量表的二階組成信度為 .77、萃取變異量為 .63。

在整體適配度方面，如表 4-29，模式適配度指標中，χ
2＝8.49（p＜ .05）未

臻理想，但衡量其他指標 GFI=0.99，大於 0.9 的理想水準，RMSEA=0.067，

小於 0.08 的門檻，達理想水準。在增值適配指標中，AGFI = 0.96、NFI=0.99、

CFI=0.99，皆大於 0.9 的理想水準。在簡約適配指標中，PGFI=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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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FI=0.30，均為高於 0.5 的理想水準。綜觀其它指標，研究結果顯示顧客忠

誠度量表是可被接受的。 

 
表 4-28  顧客忠誠度量表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 

變項名稱 因素負荷量 衡量誤差 組成信度 萃取變異量 

第一階     
一、再購意願   .73 .49 
Lo1 0.69 0.52   

Lo2 0.88 0.23   

Lo3 0.48 0.77   

二、衍生行為   .85 .74 
Lo5 0.94 0.12   

Lo6 0.77 0.41   

第二階：忠誠度量表   .77 .63 
一、再購意願 0.76 0.42   
二、衍生行為 0.82 0.32   

χ
2＝8.49；df=3；GFI=0.99；RMSEA=0.067；CFI=0.99 

 

 
表 4-29  二階顧客忠誠度量表適配度指標 

 統計檢定量  配適標準  檢定結果  模式配適判斷  

絕對配適度 卡方值  p > .05  8.49(p < .05)  × 

SRMR  < .05  .025 ˇ 

RMSEA  < .08  .067  ˇ 

GFI  > .90  .99  ˇ 

增值配適度 AGFI  > .90  .96  ˇ 

NFI  > .90  .99  ˇ 

NNFI  > .90  .98  ˇ 

CFI  > .90  .99  ˇ 

RFI  > .90  .97  ˇ 

IFI  > .90  .99  ˇ 

精簡配適度 PNFI  > .50  .30  × 

PGFI  > .50  .20  × 

卡方值比  < 3  2.83  ˇ 

“ˇ”表示達適配指標，“ × ”表示未達適配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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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假設驗證 

 

本節分為三部分，首先，建立「服務品質-滿意度-忠誠度」徑路模式，

驗證此模式對市民運動中心消費者而言，其徑路關係為何。其次，建立「關

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徑路模式，驗證此模式對市民運動中心消費者而

言，其徑路關係為何。最後，驗證本研究所提出「服務品質-關係品質-滿意

度-忠誠度」整體徑路模式對市民運動中心消費者而言，其徑路關係為何。 

 

一、「服務品質-滿意度-忠誠度」徑路模式驗證 

（一）模式建立  

本研究在「服務品質-滿意度-忠誠度」的測量模式上，皆由第一階段各

構面問項得分之帄均值，作為該構面的得分。再由第一階段構面作為第二

階段構面的多重衡量指標模式，進行整體模式之建構。服務品質（ξ1）為潛

在變項，其觀測變數為可靠性（X1）、關懷性（X2）、保證性（X3）、軟硬體

設施（X4）及反應性（X5）五構面；顧客滿意度（η1）為潛在變項，其觀測

變數為服務與專業（Y1）、課程與價格（Y2）、設備安全性（Y3）、設備品質（Y4）

及空間感（Y5）五構面；顧客忠誠度（η2）為潛在變項，其觀測變數為再購

意願（Y6）和衍生行為（Y7）二個構面。此作法可有效地縮減衡量指標數目，

以達執行整體模式的衡量分析。  

本研究之理論模式如圖 4-1，圖中潛在變數以橢圓形表示；衡量指標以

矩形表示；δi 是描述可觀測變數 xi 之測量誤差；εj 是描述可觀測變數 

yi 之測量誤差；λxij 是描述可觀測變數 xi 對潛在外生變數 ξi 之路徑係

數；λyij 是描述可觀測變數 yi 對潛在內生變數ηi 之路徑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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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式衡量分析  

本研究依基本的適配標準、整體模式適配度及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三

方面對所提出的理論模式加以評估。 

１.基本的適配標準 

此標準是用來檢測模式之細列誤差、辨認問題或輸入有誤等，可

從 MLE 估計參數觀察，衡量指標的衡量誤差不能有負值及因素負荷

量是否達顯著水準來加以衡量。 

本研究在各個潛在構面的衡量指標之因素負荷量只有衍生行為變

項的因素負荷量（0.38）低於 0.5，其餘各構面均達顯著水準，且均超

過 0.5 以上，所有構面之衡量誤差亦未出現負值，故整體而言應屬可

接受範圍，研究結果如表 4-30 所示。 

圖 4-1  「服務品質-滿意度-忠誠度」假設模式徑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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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0  「服務品質-滿意度-忠誠度」模式分析 

變項名稱 因素負荷量 衡量誤差 t 值 組成信度 萃取變異量 

一、服務品質    0.73  0.91  
可靠性 0.85 0.27 不估計   
關懷性 0.80 0.35 19.30*   
保證性 0.80 0.35 19.52*   
軟硬體設施 0.59 0.55 12.67*   
反應性 0.74 0.45 17.38*   
二、滿意度    0.65  0.89  
服務與專業 0.81 0.35 不估計   
課程與價格 0.77 0.40 17.25*   
設備安全 0.82 0.33 18.62*   
設備品質 0.73 0.47 15.92*   
空間感 0.70 0.51 15.29*   
三、忠誠度    0.35  0.44  
再購意願 0.55 0.57 不估計   
衍生行為 0.38 0.85 5.97*   

χ
2＝179.72；df=51；GFI=0.93；RMSEA=0.079；CFI=0.98 

 

2.整體模式適配度 

此指標是用來評量整個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程度，此方面的適

合度衡量有三種類型，分述如下： 

（1）絕對適配度(absolute fit measures) 

用來確認整體模式可以預測共變數或相關矩陣的程度，衡量指

標如卡方統計值、適配度指標(GFI)、殘差均方和帄方根(RMR)、漸

進殘差均方和帄方根(RMSEA)等。如表 4-31，本研究整體理論模式

的絕對適配度衡量指標為：χ
2
=177.05（df＝51，p＜ .05）、GFI=0.93、

SRMR=0.039、RMSEA=0.079，其中，卡方值未達可接受標準，可

能原因為卡方值容易受樣本數而波動，樣本愈大卡方值愈大，所以

必頇與其他指標一併考量（黃俊英，2000，頁 324）。 

（2）增值適配度(incremental fit measures) 

係比較所發展的理論模式與虛無模式，其衡量指標包括調整適

配度指標(AGFI)、基準適配指標(NFI)、相對適配指數(RFI)、增值

適配指數(IFI)、比較適配指數(CFI)等。由表 4-31 顯示，本研究整

體理論模式的增值適配度衡量指標為：AGFI=0.90、NFI=0.97、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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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6、IFI＝0.98、CFI=0.98，其值均高於 0.9 的標準值。  

（3）精簡適配度(parsimonious fit measures) 

係要調整適配度衡量，能比較含有不同估計係數數目的模式，

以決定每一估計係數所能獲致的適配程度，其衡量指標包括簡要的

基準適配指標(PNFI)與簡要的適配度指標(PGFI)。由表 4-31 顯示，

本研究整體理論模式的精簡適配度衡量指標為：PNFI=0.75、PGFI = 

0.61，其值均高於 0.50 的標準值。 

3.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 

此標準是在評量模式內估計參數的顯著程度、各指標及潛在變項

的信度等。這可從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是否在 0.7 以上及潛在變項的

萃取變異量是否在 0.5 以上的可接受水準來加以評估。如表 4-30，各

構面的組合信度評估上，分別為 0.73、0.65、0.35，而萃取變異量分別 

為 0.91、0.89 及 0.44，雖然忠誠度構面的組成信度與萃取變異量未達

可接受水準，但尌整體模式適配度指標而言，本模式的內在結構具有

代表性。 

 
表 4-31  「服務品質-滿意度-忠誠度」模式適配度指標 

 統計檢定量 配適標準 檢定結果 模式配適判斷 

絕對適配度 卡方值  p > .05  179.72(p < .05)  × 

SRMR  < .05  .039 ˇ 

RMSEA  < .08  .079  ˇ 

GFI  > .90  .93  ˇ 

增值適配度 AGFI  > .90  .90  ˇ 

NFI  > .90  .97  ˇ 

NNFI  > .90  .97  ˇ 

CFI  > .90  .98  ˇ 

RFI  > .90  .96  ˇ 

IFI  > .90  .98  ˇ 

精簡適配度 PNFI  > .50  .75  ˇ 

PGFI  > .50  .61  ˇ 

卡方值比  < 3  3.52  × 

“ˇ”表示達適配指標，“ × ”表示未達適配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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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假設驗證  

假設二：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服務品質會正向影響顧客滿意度 

假設三：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服務品質會正向影響顧客忠誠度 

假設六：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顧客滿意度會正向影響顧客忠誠度 

 

本研究提出「服務品質-滿意度-忠誠度」模式經組成信度與萃取變異

量驗證後，模式適配度指標也達適配標準，綜合各項指標的判斷，本研

究理論模式的整體模式適配度為可接受的範圍，因此提出「服務品質-滿

意度-忠誠度」之模式徑路圖，如圖 4-2。 

 

 

 

 

 

 

 

 

 

 

 

 

 

 

 

 

 

 

 

 

由上圖得知，在「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三

者的影響效果而言，可分為直接影響效果、間接影響效果與總影響效果

三方面。由於本架構的潛在構念有三個，而觀察變項有十二個，尌觀察

圖 4-2  「服務品質-滿意度-忠誠度」模式徑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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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對潛在變項的因果關係而言，由於本研究之信、效度方面已如前所

述，因此僅針對三個潛在變項間的影響效果方面進行討論。  

針對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的影響效果，我們

可由圖 4-2 的完全標準化係數(Completely Standardized Solution)參數估計

結果發現兩者具有顯著的正向直接影響效果（γ11 = .90，t = 17.32），表

示消費者認為市民運動中心服務品質愈好，則消費者滿意度也愈高。此

研究結果應證了 Liljander 與 Strandvik (1995) 指出品質優劣決定滿意度

的結果。服務品質和顧客滿意度是二個相似的概念，一般來說並沒有嚴

格區分二者之間的差別。在 1970 年代初期，尌已經有很多學者對於服務

品質及顧客滿意度進行相關的研究，且大部份學者皆認為，服務品質和

顧客滿意度之間的確有因果關係的存在，經本研究也獲得相同結果，也

尌是說市民運動中心的服務品質好壞會影響顧客滿意度的高低，此結果

支持研究假設二。 

針對服務品質對顧客忠誠度的影響效果，我們可從圖 4-2 及表 4-32

發現服務品質並不會正向的影響顧客忠誠度（γ21 = .11，t = 0.69），所得

結果不顯著。此研究結果與吳政謀（2005）及洪珠媚（2007）的研究結

果發現不相同，初步推估可能原因有二，一為研究的對象不同，導致研

究結果並不相同；二可能是針對運動中心消費者而言，服務品質與顧客

忠誠度之間可能會有一個關鍵的影響因素-顧客滿意度，也尌是說市民運

動中心消費者希望運動中心能提供優質的服務品質來讓顧客感到滿意，

當顧客感到滿意後，進而影響其後續再次購買的行為，因此結果並不支

持假設三。 

針對顧客滿意度對顧客忠誠度的影響效果，我們可以從表 4-32 的參

數估計結果發現兩者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果（β11 = .60，t = 3.54），此

結果表示，市民運動中心消費者的忠誠度會受到對運動中心滿意度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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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影響。此研究結果與江盈如（1998）、吳政謀（2005）、洪珠媚（2007）

的研究結果有相同的發現，即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之間存在顯著且正向

的關係。Oliva, Oliver 與 MacMillian（1992）指出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

誠度間的關係是一種非線性的相關。當顧客滿意度高於滿意水準的臨界

點時，滿意度的增加會使顧客再購買的意願快速的增加；反之，顧客滿

意度低於滿意水準的臨界點時，滿意度的降低會使顧客再購買的意願快

速的減少，此結果支持研究假設六。 

另外，我們可以從圖 4-2 及表 4-32 的參數估計結果發現，服務品質

會透過顧客滿意度影響顧客忠誠度（γ11×β11= .54 > γ21= .11，t= 

3.53），顧客滿意度在服務品質與顧客忠誠度間具有中介影響效果。此結

果表示若運動中心所提供的服務越能讓顧客感到滿意，顧客再次來到運

動中心進行消費的意願也會提高；亦即顧客會因為對運動中心所提供的

服務感受高低而影響願意再次消費的意願。 

 

（四）小結 

從上述的結果發現，本研究提出之「服務品質-滿意度-忠誠度」模式

模型完全契合，不需進行模式修飾，在適配度的檢定結果也達理想。此

模式之研究結果為服務品質會正向影響顧客滿意度；顧客滿意度會正向

影響顧客忠誠度；服務品質不會正向影響顧客忠誠度，但是服務品質會

透過顧客滿意度而影響顧客忠誠度，顧客滿意度具有中介之效果。因此，

本研究所提出之假設二與假設六成立，但是假設三不成立。 

表 4-32  「服務品質-滿意度-忠誠度」模式因果徑路與假設驗證 

因果徑路 變數間關係 徑路係數 t值 假設 結果 

γ11 服務品質 → 滿意度 0.90 17.32* 二 支持 

γ21 服務品質 → 忠誠度 0.11 0.69 三 不支持 

β 11 滿意度 → 忠誠度 0.60 3.54* 六 支持 

γ11*β11 > γ21 服務品質 → 滿意度 → 忠誠度 0.54 > 0.11 3.53*   

*p < .05  「→」表示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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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模式驗證 

（一）模式建立  

本研究在「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的測量模式上，皆由第一階段

各構面問項得分之帄均值，作為該構面的得，再由第一階段構面作為第

二階段構面的多重衡量指標模式，進行整體模式之建構。關係品質（ξ1）

為潛在變項，其觀測變數為承諾（X1）、信任（X2）、服務具體化（X3）等

三構面；顧客滿意度（η1）為潛在變項，其觀測變數為服務與專業（Y1）、

課程與價格（Y2）、設備安全性（Y3）、設備品質（Y4）、空間感（Y5）等五

構面；顧客忠誠度（η2）為潛在變項，其觀測變數為再購意願（Y6）、衍

生行為（Y7）等二個構面。此作法可有效地縮減衡量指標數目，以達執行

整體模式的衡量分析。  

本研究之理論模式如圖 4-3，圖中潛在變數以橢圓形表示；衡量指標

以矩形表示；δi 是描述可觀測變數 xi 之測量誤差；εj 是描述可觀測

變數 yi 之測量誤差；λxij 是描述可觀測變數 xi 對潛在外生變數 ξi 之

路徑係數；λyij 是描述可觀測變數 yi 對潛在內生變數ηi 之路徑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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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假設模式徑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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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式衡量分析  

本研究依基本的適配標準、整體模式適配度、及模式內在結構適配

度三方面對所提出的理論模式加以評估。 

１.基本的適配標準 

此標準是用來檢測模式之細列誤差、辨認問題或輸入有誤等，可

從 MLE 估計參數觀察，衡量指標的衡量誤差不能有負值及因素負荷

量是否達顯著水準來加以衡量。 

本研究在各個潛在構面的衡量指標之因素負荷量均超過 0.5 以

上，所有構面之衡量誤差亦未出現負值，故整體而言應屬可接受範圍，

研究結果如表 4-33 所示。 

 
表 4-33  「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模式分析 

變項名稱 因素負荷量 衡量誤差 t 值 組成信度 萃取變異量 

一、關係品質    0.55  0.81  
承諾 0.74 0.45 不估計   

信任 0.85 0.25 17.09*   

服務具體化 0.79 0.37 15.71*   

二、滿意度    0.68  0.90  
服務與專業 0.82 0.32 不估計   

課程與價格 0.77 0.41 17.38*   

設備安全 0.81 0.34 18.87*   

設備品質 0.73 0.47 16.19*   

空間感 0.69 0.52 15.18*   

三、忠誠度    0.51  0.66  
再購意願 0.71 0.49 不估計   

衍生行為 0.66 0.53 9.83*   

χ
2＝206.55；df=32；GFI=0.91；RMSEA=0.12；CFI=0.97 

 

2.整體模式適配度 

此指標是用來評量整個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程度，此方面的適

合度衡量有三種類型，分述如下。 

（1）絕對適配度(absolute fit measures) 

用來確認整體模式可以預測共變數或相關矩陣的程度，衡量指

標如卡方統計值、適配度指標(GFI)、殘差均方和帄方根(RMR)、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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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殘差均方和帄方根(RMSEA)等。如表 4-34，本研究整體理論模式

的絕對適配度衡量指標為：χ 2
=206.55（df＝32，p＜  .05）、

GFI=0.91、SRMR=0.042、RMSEA=0.116。其中，卡方值未達可接

受標準，可能原因為卡方值容易受樣本數而波動，樣本愈大卡方值

愈大，所以必頇與其他指標一併考量（黃俊英，2000，頁 324），而

RMSEA=0.116，未在 .08 的標準值內，但是其它的指標均達標準，

因此本研究模式仍可接受。 

（2）增值適配度(incremental fitmeasures) 

係比較所發展的理論模式與虛無模式，其衡量指標包括調整適

配度指標(AGFI)、基準適配指標(NFI)、相對適配指數(RFI)、增值

適配指數(IFI)、比較適配指數(CFI)等。由表 4-34 顯示，本研究整

體理論模式的增值適配度衡量指標為：AGFI=0.84、NFI=0.96、RFI

＝0.95、IFI＝0.97、CFI=0.97，除了 AGFI=0.84 未達 0.9 的標準值

外，其它指標值均高於 0.9 的標準值。  

（3）精簡適配度(parsimonious fit measures) 

係要調整適配度衡量，能比較含有不同估計係數數目的模式，

以決定每一估計係數所能獲致的適配程度，其衡量指標包括簡要的

基準適配指標(PNFI)與簡要的適配度指標(PGFI)。由表 4-34 顯示，

本研究整體理論模式的精簡適配度衡量指標為：PNFI=0.69、PGFI = 

0.53，其值均高於 0.5 的標準值。 

3.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 

此標準是在評量模式內估計參數的顯著程度、各指標及潛在變項

的信度等。這可從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是否在 0.7 以上及潛在變項的

萃取變異量是否在 0.5 以上的可接受水準來加以評估。如表 4-33，各

構面的組合信度評估上，分別為 0.55、0.68、0.51，而萃取變異量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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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0.81、0.90 及 0.66，雖然各構面的組成信度未達可接受水準，但萃

取變異量皆達可接受水準，尌整體模式適配度指標而言，本模式的內

在結構仍具有代表性。 

 
表 4-34 「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模式適配度指標 

 統計檢定量 配適標準 檢定結果 模式配適判斷 

絕對適配度 卡方值  p > .05  206.55(p < .05)  × 

SRMR  < .05  .042 ˇ 

RMSEA  < .08  .12  × 

GFI  > .90  .91 ˇ 

增值適配度 AGFI  > .90  .84  × 

NFI  > .90  .96  ˇ 

NNFI  > .90  .96  ˇ 

CFI  > .90  .97  ˇ 

RFI  > .90  .95  ˇ 

IFI  > .90  .97  ˇ 

精簡適配度 PNFI  > .50  .69  ˇ 

PGFI  > .50  .53  ˇ 

卡方值比  < 3  6.45  × 

“ˇ”表示達適配指標，“ × ”表示未達適配指標 

 

 

（三）相關假設驗證  

假設四：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關係品質會正向影響顧客滿意度 

假設五：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關係品質會正向影響顧客忠誠度 

 

本研究提出「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模式經組成信度與萃取變異

量驗證後，模式適配度指標也達適配標準，綜合各項指標的判斷，本研

究理論模式的整體模式適配度為可接受的範圍。因此提出「關係品質-滿

意度-忠誠度」之模式徑路圖，如圖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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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圖得知，在「關係品質」、「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三

者的影響效果而言，可分為直接影響效果、間接影響效果與總影響效果

三個方面，由於本架構的潛在變項有三個，而觀察變項有十個，尌觀察

變項對潛在變項的因果關係而言，信、效度方面已經在前面討論過，因

此僅針對三個潛在變項間的影響效果進行討論。  

針對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關係品質對顧客滿意度的影響效果，我們

可由圖 4-4 的完全標準化係數(Completely Standardized Solution)參數估計

結果發現兩者具有顯著的正向直接影響效果（γ11 = .91，t = 15.00），表

示消費者認為市民運動中心關係品質愈好，則消費者滿意度也愈高。此

研究結果應證了 Anderson 與 Gerbing (1988) 提出高的關係品質是指顧

客對服務人員產生信任，並對服務人員未來的表現也有信心，因為顧客

對其過去的表現已有一致的滿意程度。本研究結果也證實關係品質和顧

客滿意度之間的確有因果關係的存在，也尌是說市民運動中心與顧客建

圖 4-4  「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模式徑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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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任感，提供具體性及給予承諾的服務，會影響顧客滿意度的高低，

結果支持研究假設四。 

針對關係品質對顧客忠誠度的影響效果，我們可以從圖 4-4 及表 4-35

發現服務品質並不會正向的影響顧客忠誠度（γ21 = .09，t= 0.44），所得

結果不顯著。此研究結果與王婷穎（2001）、方世榮、施義輝（1997）及

曹勝雄、蘇明芳與林若慧（2000）的研究結果發現不相同，初步推估可

能原因有二，一可能是研究的對象不同，導致研究結果並不相同；二可

能是針對運動中心消費者而言，關係品質與顧客忠誠度之間可能會有一

個關鍵的影響因素-顧客滿意度，也尌是說市民運動中心消費者希望運動

中心的服務能讓顧客產生信任，在服務人員與顧客之間建立信任感，讓

顧客來運動時能有貴賓級的享受，進而使顧客感到滿意，當顧客感到滿

意後，則願意再次購買，因此研究結果並不支持假設五。 

在「關係品質、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模式」中，針對顧客滿意度對

顧客忠誠度的影響效果，我們可以從圖 4-4 及表 4-35 的參數估計結果發

現兩者同樣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果（β11 = .58，t=3.22），研究結果也

支持研究假設六。 

另外，我們可以從圖 4-4 及表 4-35 的參數估計結果發現，關係品質

會透過顧客滿意度影響顧客忠誠度（γ11×β 11= .54 > γ21= .11，t= 

3.53），顧客滿意度在關係品質與顧客忠誠度間具有中介影響效果。此結

果表示運動中心與顧客之間如能建立良好的關係，建立顧客良好的信任

感，越能讓顧客感到滿意，顧客會更願意再次來到運動中心進行消費；

而顧客則是會因為對運動中心所提供的服務感受高低而影響願意再次消

費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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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  「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模式因果徑路與假設驗證 

因果徑路 變數間關係 徑路係數 t值 假設 結果 

γ11 關係品質 → 滿意度 0.91 15.00* 四 支持 

γ21 關係品質 → 忠誠度 0.09 0.44 五 不支持 

β 11 滿意度 → 忠誠度 0.68 3.22* 六 支持 

γ11*β11 > γ21 關係品質 → 滿意度 → 忠誠度 0.62 > 0.09 3.18*   

*p < .05  「→」表示正向影響 

 

（四）小結 

從上述的結果發現，本研究提出之「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模式

模型是可以接受的，雖然卡方值及 RMSEA 值都未能達到標準值，但是

在其他的指標皆達標準下，適配度的檢定結果尚稱理想，代表此模式仍

是可以接受的，因此研究者並未對模式進行修飾。此模式之研究結果為

關係品質會正向影響顧客滿意度；顧客滿意度會正向影響顧客忠誠度；

關係品質不會正向影響顧客忠誠度，但是關係品質會透過顧客滿意度而

影響顧客忠誠度，顧客滿意度具有中介效果。因此，本研究所提出之假

設四成立，也支持假設六，但是假設五不成立。 

 

三、「服務品質-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整體模式驗證 

（一）模式建立  

本研究根據相關文獻綜整，提出「服務品質-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

度」假設模式並進行驗證，理論模式徑路如圖 4-5 所示。在各構面測量

模式部分，皆由第一階段各構面問項得分之帄均值，作為該構面的得分，

再由第一階各段構面作為第二階段構面的多重衡量指標模式，進行整體

模式之建構。服務品質（ξ1）為潛在變項，其觀測變數為可靠性（X1）、關

懷性（X2）、保證性（X3）、軟硬體設施（X4）、反應性（X5）等五構面；關

係品質（η1）為潛在變項，其觀測變數為承諾（Y1）、信任（Y2）、服務具

體化（Y3）等三構面；顧客滿意度（η2）為潛在變項，其觀測變數為服務



 

 

117 

與專業（Y4）、課程與價格（Y5）、設備安全性（Y6）、設備品質（Y7）、空

間感（Y8）等五構面；顧客忠誠度（η3）為潛在變項，其觀測變數為再購

意願（Y9）、衍生行為（Y10）等二個構面。  

圖中潛在變數以橢圓形表示；衡量指標以矩形表示；δi 是描述可觀

測變數 xi 之測量誤差；εj 是描述可觀測變數 yi 之測量誤差；λxij 是

描述可觀測變數 xi 對潛在外生變數 ξi 之路徑係數；λyij 是描述可觀

測變數 yi 對潛在內生變數ηi 之路徑係數。 

 

 

 

 

 

 

 

 

 

 

 

 

 

 

 

 

 

 

 

 

 

 

 

 

 

 圖 4-5  「服務品質-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假設模式徑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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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式衡量分析  

本研究依基本的適配標準、整體模式適配度及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

三方面對整體理論模式加以評估。 

 

１.基本的適配標準 

本研究在各個潛在構面衡量指標之因素負荷量均超過 0.5 以上，

所有構面之衡量誤差亦未出現負值，故整體而言應屬可接受範圍，研

究結果如表 4-36 所示。 

 
表 4-36  「服務品質-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模式分析 

變項名稱 因素負荷量 衡量誤差 t 值 組成信度 萃取變異量 

一、服務品質    0.74  0.92  
可靠性 0.85 0.25 不估計   
關懷性 0.81 0.35 20.49*   
保證性 0.79 0.37 19.90*   
軟硬體設施 0.58 0.57 12.74*   
反應性 0.74 0.45 17.82*   
二、關係品質    0.57  0.82  
承諾 0.75 0.43 不估計   

信任 0.87 0.25 18.44*   

服務具體化 0.78 0.39 15.33*   

三、滿意度    0.68  0.90  
服務與專業 0.82 0.32 不估計   
課程與價格 0.77 0.41 17.66*   
設備安全 0.81 0.35 19.00*   
設備品質 0.72 0.48 15.19*   
空間感 0.69 0.52 15.38*   
四、忠誠度    0.42  0.50  
再購意願 0.65 0.58 不估計   
衍生行為 0.39 0.85 6.20*   

χ
2＝302.67；df=84；GFI=0.91；RMSEA=0.080；CFI=0.98 

 

2.整體模式適配度 

此指標是用來評量整個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配程度，此方面的適

合度衡量有三種類型，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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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絕對適配度(absolute fit measures) 

如表 4-37，本研究整體理論模式的絕對適配度衡量指標為：χ

2
=302.67（df＝84，p＜ .05）、GFI=0.91、SRMR=0.038、RMSEA = 

0.08。其中，卡方值未達可接受標準，因為卡方值容易受樣本數而

波動，樣本愈大卡方值愈大，所以必頇與其他指標一併考量（黃俊

英，2000，頁 324），而 RMSEA=0.08，剛好達到 .08 的適配標準，

在其它的指標方面均達適配標準。 

（2）增值適配度(incremental fitmeasures) 

係比較所發展的理論模式與虛無模式，其衡量指標包括調整適

配度指標(AGFI)、基準適配指標(NFI)、相對適配指數(RFI)、增值

適配指數(IFI)、比較適配指數(CFI)等。由表 4-37 顯示，本研究整

體理論模式的增值適配度衡量指標為：AGFI=0.87、NFI=0.98、RFI

＝0.97、IFI＝0.98、CFI=0.98，除了 AGFI=0.87 未達 0.9 的標準值

外，其它指標值均高於 0.9 的標準值。  

（3）精簡適配度(parsimonious fit measures) 

係要調整適配度衡量，能比較含有不同估計係數數目的模式，

以決定每一估計係數所能獲致的適配程度，其衡量指標包括簡要的

基準適配指標(PNFI)與簡要的適配度指標(PGFI)。由表 4-37 顯示，

本研究整體理論模式的精簡適配度衡量指標為：PNFI=0.78、PGFI = 

0.64，其值均高於 0.5 的標準值。 

3.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 

此標準是在評量模式內估計參數的顯著程度、各指標及潛在變項

的信度等。這可從潛在變項的組合信度是否在 0.7 以上及潛在變項的

萃取變異量是否在 0.5 以上的可接受水準來加以評估。如表 4-36，各

構面的組合信度評估上，分別為 0.74、0.57、0.68 及 0.42，而萃取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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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量分別 為 0.92、0.82、0.90 及 0.50，各構面的組成信度僅有服務品

質達到可接受水準，其它構面則未達可接受水準，但在萃取變異量部

分皆達可接受水準，尌整體模式適配度指標而言，本模式的內在結構

仍具有代表性。 

 
表 4-37  「服務品質-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模式適配度指標 

 統計檢定量 配適標準 檢定結果 模式配適判斷 

絕對適配度 卡方值  p > .05  302.67(p < .05)  × 

SRMR  < .05  .038 ˇ 

RMSEA  < .08  .08  × 

GFI  > .90  .91 ˇ 

增值適配度 AGFI  > .90  .87  × 

NFI  > .90  .98  ˇ 

NNFI  > .90  .98  ˇ 

CFI  > .90  .98  ˇ 

RFI  > .90  .97  ˇ 

IFI  > .90  .98  ˇ 

精簡適配度 PNFI  > .50  .78  ˇ 

PGFI  > .50  .64  ˇ 

卡方值比  < 3  3.60  × 

“ˇ”表示達適配指標，“ × ”表示未達適配指標 

 

（三）整體模式徑路分析 

本研究提出「服務品質-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模式，經組成信

度與萃取變異量驗證後，模式適配度指標大部分均達適配標準，綜合各

項指標的判斷，本研究整體理論模式的適配度為可接受的範圍。因此提

出「服務品質-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之模式徑路圖，如圖 4-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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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6 得知，在整體模式中，「服務品質」、「關係品質」、「顧客滿

意度」與「顧客忠誠度」四者的影響效果可由完全標準化係數(Completely 

Standardized Solution)參數估計結果發現服務品質會正向的影響關係品質

（γ11 = .89，t= 17.64），顧客滿意度也會正向影響忠誠度（β31 = .83，

t=3.12），但是在整體模式的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γ21 = .14，t= 0.31）

及顧客忠誠度（γ31 = -1.11，t= -1.16）的影響效果卻是不顯著，另外，

關係品質對顧客滿意度（β11 = .78，t=1.71）及顧客忠誠度（β21 = 1.11，

-1.11 

圖 4-6  「服務品質-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模式徑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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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05）的影響效果也是不顯著的。由於服務品質對顧客忠誠度的影響在

本模式中的效果出現不尋常的數值（γ31 = -1.11），顯示存在著違犯估計

的問題，且由於顯著性估計亦未達顯著水準（t= -1.16），因此將此一路徑

予以移除，重新進行整體模式檢驗。 

 
1.第一次整體模式修正 

由表 4-38 得知，修正後模式的絕對適配指標χ2
=305.17（df＝85，p

＜ .05）、GFI=0.91、SRMR=0.039、RMSEA=0.08。其中，卡方值未達可

接受標準，而 RMSEA=0.08，剛好達到 .08 的適配標準，其它的指標也

均達適配標準。在相對適配指標方面，AGFI=0.87、NFI=0.98、RFI＝0.97、

IFI＝0.98、CFI=0.98，除了 AGFI=0.87 未達 0.9 的標準值外，其它指標值

均高於 0.9 的標準值。在精簡適配度方面，PNFI=0.77、PGFI=0.64，其

值均高於 0.5 的標準值。整體模式大部分均達適配標準，因此修飾後的模

式是可以接受的，而修正後的模式徑路圖如圖 4-7 所示。 

 
表 4-38  「服務品質-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第一次修正後模式適配度指標 

 統計檢定量 配適標準 檢定結果 模式配適判斷 

絕對適配度 卡方值  p > .05  305.17(p < .05)  × 

SRMR  < .05  .039 ˇ 

RMSEA  < .08  .08  × 

GFI  > .90  .91 ˇ 

增值適配度 AGFI  > .90  .87  × 

NFI  > .90  .98  ˇ 

NNFI  > .90  .98  ˇ 

CFI  > .90  .98  ˇ 

RFI  > .90  .97  ˇ 

IFI  > .90  .98  ˇ 

精簡適配度 PNFI  > .50  .79  ˇ 

PGFI  > .50  .64  ˇ 

卡方值比  < 3  3.60  × 

“ˇ”表示達適配指標，“ × ”表示未達適配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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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7 得知，修正後模式的服務品質會正向的影響關係品質（γ11 

= .98，t= 17.64），顧客滿意度會正向影響顧客忠誠度（β31 = .93，t=3.88），

而服務品質對滿意度的影響效果不顯著（γ21 = .02，t= 0.04），另外，關

係品質對滿意度（β11 = .90，t=1.80）及忠誠度（β21 = - .10，t=-0.41）

的影響效果也是不顯著。而修正後的整體模式在關係品質對顧客忠誠度

的影響效果仍出現不尋常的數值（β21 = - .10），表示存在著違犯估計的

問題，而且顯著性估計亦未達顯著水準（t= -0.41），因此有必要將此一路

徑予以移除並進行整體模式第二次修正。 

 

 

 

 

 

 

 

 

 

 

 

 

 

 

 

 

 

 

 

 

 

 

 

 

 圖 4-7  「服務品質-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第一次修正後模式徑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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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6及第一次修正後的圖 4-7可以發現服務品質皆會顯著的影響

關係品質，但是服務品質不會顯著影響滿意度，關係品質也不會顯著影

響滿意度及忠誠度，而根據圖 4-7 發現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對滿意度影響

效果而言，關係品質的影響效果比較大（β11>γ21 = .90> .02， t= 1.80 > 

0.04），因此，本研究特別提出「服務品質-關係品質-滿意度」徑路模式

並驗證其徑路關係，以作為第二次整體模式修正之參考依據。另外，根

據圖 4-6及圖 4-7也可以發現服務品質不會顯著正向影響忠誠度，而將「服

務品質-忠誠度」之徑路去除後，進行第一次整體模式修正，結果也發現

服務品質透過關係品質也不會顯著正向影響忠誠度，因此，特別提出「服

務品質-關係品質-忠誠度」徑路模式，驗證彼此間的徑路關係，以作為第

二次整體模式修正之參考依據。 

 

2.「服務品質-關係品質-滿意度」徑路模式 

由表 4-39 得知，「服務品質-關係品質-滿意度」徑路模式的絕對適配

指標 χ
2
=195.80（df＝62，p＜ .05）、GFI=0.93、SRMR=0.033、RMSEA = 

0.073，卡方值未達可接受標準，而在其它的指標方面均達適配標準，因

此，本研究模式尚可接受。在相對適配指標方面，AGFI=0.90、NFI=0.98、

RFI＝0.98、IFI＝0.99、CFI=0.99，所有標值均高於 0.9 的標準值。在精

簡適配度方面，PNFI=0.78、PGFI=0.63，其值均高於 0.5 的標準值。整體

模式大部分均達適配標準，因此本模式是可以接受的，模式徑路圖如圖

4-8 所示。 

由圖 4-8 得知，服務品質會正向的影響關係品質（γ11 = .98，t= 

17.73），但是服務品質對滿意度的影響效果不顯著（γ21 = - .00，t= -0.01），

關係品質對滿意度的影響效果也不顯著（β11 = .93，t= 1.88），而整體模

式在「服務品質-忠誠度」的影響效果仍出現不尋常的數值（γ21 = - .00），

表示存在著違犯估計的問題，而且顯著性估計亦未達顯著水準（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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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因此有必要將此一路徑予以移除並進行模式修正。 

 

表 4-39  「服務品質-關係品質-滿意度」模式適配度指標 

 統計檢定量 配適標準 檢定結果 模式配適判斷 

絕對適配度 卡方值  p > .05  195.80(p < .05)  × 

SRMR  < .05  .033 ˇ 

RMSEA  < .08  .073  ˇ 

GFI  > .90  .93 ˇ 

增值適配度 AGFI  > .90  .90  ˇ 

NFI  > .90  .98  ˇ 

NNFI  > .90  .99  ˇ 

CFI  > .90  .99  ˇ 

RFI  > .90  .98  ˇ 

IFI  > .90  .99  ˇ 

精簡適配度 PNFI  > .50  .78  ˇ 

PGFI  > .50  .63  ˇ 

卡方值比  < 3  3.15  × 

“ˇ”表示達適配指標，“ × ”表示未達適配指標 

 

 

 

 

 

 

 

 

 

 

 

 

 

 

 

 

 

 

 

 

 

圖 4-8  「服務品質-關係品質-滿意度」模式徑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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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0  「服務品質-關係品質-滿意度」模式修正後適配度指標 

 統計檢定量 配適標準 檢定結果 模式配適判斷 

絕對適配度 卡方值  p > .05  195.80(p < .05)  × 

SRMR  < .05  .033 ˇ 

RMSEA  < .08  .072  ˇ 

GFI  > .90  .93 ˇ 

增值適配度 AGFI  > .90  .90  ˇ 

NFI  > .90  .98  ˇ 

NNFI  > .90  .99  ˇ 

CFI  > .90  .99  ˇ 

RFI  > .90  .98  ˇ 

IFI  > .90  .99  ˇ 

精簡適配度 PNFI  > .50  .79  ˇ 

PGFI  > .50  .64  ˇ 

卡方值比  < 3  3.10  × 

“ˇ”表示達適配指標，“ × ”表示未達適配指標 

 

由表 4-40 得知，修正後模式的絕對適配指標 χ
2
=195.80（df＝63，p

＜ .05）、GFI=0.93、SRMR=0.033、RMSEA=0.072。其中，卡方值未達

可接受標準，但是在其它的指標方面均達適配標準。在相對適配指標方

面，AGFI=0.90、NFI=0.98、RFI＝0.98、IFI＝0.99、CFI=0.99，所有指標

值均高於 0.9 的標準值。在精簡適配度方面，PNFI=0.79、PGFI=0.64，

其值均高於 0.5 的標準值。整體模式大部分均達適配標準，因此修飾後的

模式是可以接受的，而修正後的模式徑路圖如圖 4-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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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9 得知，服務品質會正向的影響關係品質（γ11 = .98，t = 

17.77），關係品質也會正向的影響滿意度（β11 = .93，t= 16.44），關係品

質在服務品質與滿意度之間扮演完全中介的角色，也尌是服務品質會透

過關係品質來影響滿意度。因此，在進行第二次整體模式修正時，則可

以去除「服務品質-滿意度」之影響路徑，使第二次修正後的整體模式更

適配。 

 

3.「服務品質-關係品質-忠誠度」徑路模式 

由表 4-41 得知，「服務品質-關係品質-忠誠度」徑路模式的絕對適配

指標 χ
2
=62.89（df＝32，p＜ .05）、GFI=0.97、SRMR=0.026、RMSEA = 

0.049。卡方值未達可接受標準，但是在其它的指標方面均達適配標準。

在相對適配指標方面，AGFI=0.95、NFI=0.99、RFI＝0.98、IFI＝0.99、

CFI=0.99，所有標值均高於 0.9 的標準值。在精簡適配度方面，PNFI = 

圖 4-9  「服務品質-關係品質-滿意度」修正後模式徑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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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PGFI=0.56，其值均高於 0.5 的標準值。整體模式大部分均達適配

標準，因此本模式是可以接受的，模式徑路圖如圖 4-10 所示。 

 
表 4-41  「服務品質-關係品質-忠誠度」模式適配度指標 

 統計檢定量 配適標準 檢定結果 模式配適判斷 

絕對適配度 卡方值  p > .05  62.89(p < .05)  × 

SRMR  < .05  .026 ˇ 

RMSEA  < .08  .049  ˇ 

GFI  > .90  .97 ˇ 

增值適配度 AGFI  > .90  .95  ˇ 

NFI  > .90  .99  ˇ 

NNFI  > .90  .99  ˇ 

CFI  > .90  .99  ˇ 

RFI  > .90  .98  ˇ 

IFI  > .90  .99  ˇ 

精簡適配度 PNFI  > .50  .70  ˇ 

PGFI  > .50  .56  ˇ 

卡方值比  < 3  1.97  ˇ 

“ˇ”表示達適配指標，“ × ”表示未達適配指標 

 

 

由圖 4-10 得知，服務品質會正向的影響關係品質（γ11 = .98，t = 

17.87），但是服務品質對滿意度的影響效果不顯著（γ21 = - .27，t = 

-0.39），關係品質對滿意度的影響效果也不顯著（β11 = .95，t= 1.37），而

整體模式在「服務品質-忠誠度」的影響效果仍出現不尋常的數值（γ21 = 

- .27），表示存在著違犯估計的問題，而且顯著性估計亦未達顯著水準（t= 

-0.39），因此有必要將此一路徑予以移除並進行模式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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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服務品質-關係品質-忠誠度」模式修正後適配度指標 

 統計檢定量 配適標準 檢定結果 模式配適判斷 

絕對適配度 卡方值  p > .05  63.04(p < .05)  × 

SRMR  < .05  .026 ˇ 

RMSEA  < .08  .047  ˇ 

GFI  > .90  .97 ˇ 

增值適配度 AGFI  > .90  .95  ˇ 

NFI  > .90  .99  ˇ 

NNFI  > .90  .99  ˇ 

CFI  > .90  .99  ˇ 

RFI  > .90  .98  ˇ 

IFI  > .90  .99  ˇ 

精簡適配度 PNFI  > .50  .72  ˇ 

PGFI  > .50  .58  ˇ 

卡方值比  < 3  1.91  ˇ 

“ˇ”表示達適配指標，“ × ”表示未達適配指標 

 

由表 4-42 得知，修正後模式的絕對適配指標 χ
2
=63.04（df＝33，p

圖 4-10  「服務品質-關係品質-忠誠度」模式徑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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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GFI=0.97、SRMR=0.026、RMSEA=0.047。其中，卡方值未達

可接受標準，但是在其它的指標方面均達適配標準。在相對適配指標方

面，AGFI=0.95、NFI=0.99、RFI＝0.98、IFI＝0.99、CFI=0.99，所有指標

值均高於 0.9 的標準值。在精簡適配度方面，PNFI=0.72、PGFI=0.58，

其值均高於 0.5 的標準值。整體模式大部分均達適配標準，因此修飾後的

模式是可以接受的，而修正後的模式徑路圖如圖 4-11 所示。 

 

 

 

 

 

 

 

 

 

 

 

 

 

 

 

 

 

 

 

 

 

 

由圖 4-11 得知，服務品質會正向的影響關係品質（γ11 = .97，t= 

17.85），關係品質也會正向的影響忠誠度（β11 = .69，t= 9.47），關係品質

在服務品質與忠誠度之間扮演完全中介的角色，也尌是服務品質會透過

關係品質來影響忠誠度。然而此研究結果與先前第一次進行模式分析結

果有些不同，在第一次模式分析時，可以發現「服務品質-忠誠度」之影

圖 4-11  「服務品質-關係品質-忠誠度」修正後模式徑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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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路徑未達顯著（t= -1.18），與本研究「服務品質-關係品質-忠誠度」模

式之研究結果一致；另外，可以發現在第一次模式分析與第一次模式修

正分析結果，「關係品質-忠誠度」之影響徑路皆未達顯著（t= -1.18 和

-0.41），然而在本研究「服務品質-關係品質-忠誠度」模式之結果卻是顯

著（t= 9.47），因此，為確保第二次整體模式修正之合理性與適配性，在

進行第二次整體模式修正時，則可以去除「服務品質-忠誠度」之影響路

徑，使第二次修正後的整體模式更適配；另外，「關係品質-忠誠度」之影

響徑路則暫時予以保留，以確保徑路的影響程度與整體模式的適配性，

也避免失去整體模式推論的真實性。 

 

4.第二次整體模式修正 

本研究依據第一次整體模式修正之結果，以及「服務品質-關係品質-

滿意度」模式和「服務品質-關係品質-忠誠度」模式兩者之徑路驗證結果，

刪除「服務品質-滿意度」及「服務品質-忠誠度」兩條影響徑路，並進行

第二次整體模式修正檢驗。 

 
表 4-43  「服務品質-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第二次修正後模式適配度指標 

 統計檢定量 配適標準 檢定結果 模式配適判斷 

絕對適配度 卡方值  p > .05  305.16(p < .05)    × 

SRMR  < .05  .039 ˇ 

RMSEA  < .08  .079  ˇ 

GFI  > .90  .91 ˇ 

增值適配度 AGFI  > .90  .87  × 

NFI  > .90  .98  ˇ 

NNFI  > .90  .98  ˇ 

CFI  > .90  .98  ˇ 

RFI  > .90  .97  ˇ 

IFI  > .90  .98  ˇ 

精簡適配度 PNFI  > .50  .80  ˇ 

PGFI  > .50  .65  ˇ 

卡方值比  < 3  3.54  × 

“ˇ”表示達適配指標，“ × ”表示未達適配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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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43 得知，修正後整體模式的絕對適配指標 χ
2
=305.16（df＝86，

p＜ .05）、GFI=0.91、SRMR=0.039、RMSEA=0.079。其中，卡方值未達

可接受標準，但是在其它的指標方面均達適配標準。在相對適配指標方

面，AGFI=0.87、NFI=0.98、RFI＝0.97、 IFI＝0.98、CFI=0.98，除了

AGFI=0.87 未達 0.9 的標準值外，其餘指標值均高於 0.9 的標準值。在

精簡適配度方面，PNFI=0.80、PGFI=0.65，其值均高於 0.5 的標準值。整

體模式大部分均達適配標準，因此修飾後的模式是可以接受的，而修正

後的模式徑路圖如圖 4-12 所示。 

 

 

 

 

 

 

 

 

 

 

 

 

 

 

 

 

 

 

 

 

 

 

 

 

 

 

圖 4-12  「服務品質-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第二次修正後模式徑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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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12 得知，修正後模式的服務品質會正向的影響關係品質（γ11 

= .98，t= 17.69），關係品質也會正向的影響滿意度（β11 = .92，t = 16.00），

關係品質不會正向影響忠誠度（β21 = - .10，t= -0.42），滿意度會正向影

響忠誠度（β31 = .93，t= 3.88）。而修正後的整體模式在「關係品質-忠誠

度」的影響效果仍出現不尋常的數值（β21 = - .10），表示存在著違犯估

計的問題，而且顯著性估計亦未達顯著水準（t= -0.42），因此有必要將此

一路徑予以刪除並進行整體模式第三次修正。 

 

5.第三次整體模式修正 

由表 4-44 得知，修正後整體模式的絕對適配指標 χ
2
=305.61（df = 87，

p＜ .05）、GFI=0.91、SRMR=0.038、RMSEA=0.078。其中，卡方值未達

可接受標準，但是在其它的指標方面均達適配標準。在相對適配指標方

面，AGFI=0.87、NFI=0.98、RFI＝0.97、 IFI＝0.98、CFI=0.98，除了

AGFI=0.87 未達 0.9 的標準值外，其餘指標值均高於 0.9 的標準值。在

精簡適配度方面，PNFI=0.81、PGFI=0.66，其值均高於 0.5 的標準值。整

體模式大部分均達適配標準，因此修飾後的模式是可以接受的，而修正

後的模式徑路圖如圖 4-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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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  「服務品質-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第三次修正後模式適配度指標 

 統計檢定量 配適標準 檢定結果 模式配適判斷 

絕對適配度 卡方值  p > .05  305.61(p < .05)    × 

SRMR  < .05  .038 ˇ 

RMSEA  < .08  .078  ˇ 

GFI  > .90  .91 ˇ 

增值適配度 AGFI  > .90  .87  × 

NFI  > .90  .98  ˇ 

NNFI  > .90  .98  ˇ 

CFI  > .90  .98  ˇ 

RFI  > .90  .97  ˇ 

IFI  > .90  .98  ˇ 

精簡適配度 PNFI  > .50  .81  ˇ 

PGFI  > .50  .66  ˇ 

卡方值比  < 3  3.51  × 

“ˇ”表示達適配指標，“ × ”表示未達適配指標 

 

 

 

 

 

 

 

 

 

 

 

 

 

 

 

 

 

 

 

 

 

 

 

 圖 4-13  「服務品質-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第三次修正後模式徑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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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13 得知，修正後模式的服務品質會正向的影響關係品質（γ11 

= .98，t= 17.68），關係品質會正向的影響滿意度（β11 = .92，t= 15.98），

滿意度會正向影響忠誠度（β21 = .84，t= 11.34）。而且服務品質會透過關

係品質來影響滿意度，也必頇要透過關係品質與滿意度才會影響忠誠

度，因此，關係品質與滿意度皆扮演著中介的角色。 

 

（四）小結 

尌整體模式徑路而言，服務品質會正向的影響關係品質，研究假設

一成立；服務品質不會正向的影響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研究假設二和

假設三不成立；關係品質會正向的影響顧客滿意度，研究假設四成立；

關係品質不會正向的影響顧客忠誠度，研究假設五不成立；顧客滿意度

會正向的影響顧客忠誠度，研究假設六成立；服務品質會透過關係品質

來影響滿意度，也必頇要透過關係品質與滿意度才會影響忠誠度，因此，

關係品質與滿意度各自扮演著中介的角色，研究假設七成立。假設驗證

結果如表 4-45 所示。 

 

表 4-45  整體模式假設驗證結果摘要表 

假設 結果 

假設一：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服務品質會正向影響關係品質 成立 

假設二：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服務品質會正向影響顧客滿意度 不成立 

假設三：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服務品質會正向影響顧客忠誠度 不成立 

假設四：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關係品質會正向影響顧客滿意度 成立 

假設五：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關係品質會正向影響顧客忠誠度 不成立 

假設六：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顧客滿意度會正向影響忠誠度 成立 

假設七：關係品質在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之間，具有正向的

中介效果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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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綜合討論  

 

本節綜合上述研究假設考驗結果，分別討論如下：  

 

一、市民運動中心消費者基本特性探討  

本研究以臺北市已營運之七座（中山區、北投區、中正區、南港

區、士林區、萬華區、內湖區）市民運動中心消費者為研究對象，施

測的樣本結果男生（52.1%）和女生（47.9%）比例相當，帄均年齡

分佈在「25~29 歲」有 97 人，佔 23.7%居多，如果加上「20~24 歲」

的 56 人，總共有 37.4%，此結果與林秉毅（2005）的研究結果相符

合，市民運動中心消費者的年齡族群以 20~29 歲的族群佔多數，其次

為 30~39 歲的族群為居次。婚姻狀況分佈以「未婚」為最多，有 228

人，佔 55.7%居多，其次為「有偶」的族群為居次，38.4%，此結果

與林秉毅（2005）的研究結果相符合，市民運動中心消費者的婚姻狀

況 大 多 為 未 婚 之 單 身 族 群 居 多 。 個 人 帄 均 月 收 入 方 面 ， 以

「 30001~45000 」 為 最 多 ， 有 108 人 ， 佔 26.4% 居 多 ， 其 次 為

「15001~30000」的族群為居次，佔 22.2%。帄均每週使用頻率以「1~2

次」者為最多，有 236 人，佔 57.7%居多，其次為「3~4 次」者為次

之。帄均每次使用時間以「1~2 小時內」者為最多，有 232 人，佔 56.7%

最多，此結果與林秉毅（2005）的研究結果相符合。而入場付費方式

以「購買單次票」者為最多，有 157 人，佔 38.4%最多，其次為購買

月票，有 101 人，佔 24.7%。  

 

二、服務品質對關係品質的影響  

服務是一種無形價值的傳遞過程，大多取決於無形的主觀感受程

度，也因為服務的無形性，所以需要藉由有形的物質和人與人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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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來影響顧客的感受，而關係品質則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過程所產

生的價值，良好的服務提供與價值的創造，勢必是每位經營者所求的。 

從圖 4-9、圖 4-11 及圖 4-13 可以發現本研究之結果為服務品質

會正向的影響關係品質，此結果與王婷穎（2001）和邱志益（2006）

的研究結果一樣，提供良好的服務品質可以影響到經營者與顧客之間

的關係。而 Henning-Thuran 與 Klee (1997) 提出滿足顧客的服務或產

品，應視為高關係品質所不可或缺的條件，且 Crosby 等  (1990) 亦

認為服務品質是關係品質的必要條件，經本研究後發現服務品質會正

向的影響關係品質，在圖 4-9、圖 4-11 及圖 4-13 可以看出直接影響

的徑路關係，因此應證了以上三位學者的說法，服務品質是關係品值

的必要條件，同時，研究結果也支持研究假設一。  

 

三、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的影響  

Fornell (1992) 指出顧客滿意度是顧客在購買產品或使用服務後

的整體衡量，經由經驗而產生的一種態度。Hurley & Estelami (1998) 

認為服務品質與滿意度的構面是不同的，而服務品質與滿意度是有因

果關係，服務品質會影響顧客滿意度，即表示服務品質為顧客滿意度

之前因要素。在相關的研究中也指出服務品質會影響顧客的滿意程度

（林世弘，2008；林秉毅，2005；洪珠媚，2007；潘沛彤，2007；羅

建昇，2008）。因此，本研究參考以上學者提出「服務品質 -滿意度 -

忠誠度」模式，以及本研究主要模式「服務品質 -關係品質 -滿意度 -

忠誠度」，分別進行驗證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的影響。經研究後發

現「服務品質-滿意度」在「服務品質 -滿意度-忠誠度」模式中，其影

響效果是顯著的，研究結果與林世弘（2008）、林秉毅（2005）、洪珠

媚（2007）、羅建昇（2008）的結果相同，也尌是服務品質會正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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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滿意度，結果也支持研究假設二。但是，經研究後發現「服務品質

-滿意度」在「服務品質 -關係品質 -滿意度 -忠誠度」模式中，其影響

效果卻是不顯著的，並不支持研究假設二，詳細情形將在整體模式進

一步探討。  

 

四、服務品質對顧客忠誠度的影響  

Jones 與 Sasser (1995) 指出顧客忠誠度為對某項特定產品或服

務，於未來再購買的意願，也尌是說顧客接受服務後，對於商品或服

務願意再次進行消費的行為。在相關的研究中，也都指出服務品質會

正向的影響顧客忠誠度（林秉毅，2005；吳政謀，2005；洪珠媚 2007；

游情連，2005）。因此，本研究參考以上學者提出「服務品質 -滿意度

-忠誠度」模式，以及本研究主要模式「服務品質 -關係品質 -滿意度 -

忠誠度」，分別進行驗證服務品質對顧客忠誠度的影響。經研究後發

現「服務品質-忠誠度」在「服務品質 -滿意度-忠誠度」模式中，其影

響效果是不顯著的，研究結果與林秉毅（2005）、吳政謀（2005）、洪

珠媚（2007）、游情連（2005）的結果不同，也尌是服務品質不會正

向影響忠誠度，結果並不支持研究假設三。另外，經研究後發現「服

務品質 -滿意度」在「服務品質 -關係品質 -滿意度 -忠誠度」模式中，

其影響效果也是不顯著的，同樣不支持研究假設三，詳細情形將在整

體模式進一步探討。  

 

五、關係品質對顧客滿意度的影響  

關係品質，係指運用關係行銷的方法，與顧客建立良好的關係，

以降低顧客對交易的不確定性  (Crosby 等 , 1990; Fletcher, Simpson, 

& Thomas, 2000; Smith, 1998），進而建立顧客忠誠度，使顧客對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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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產品或服務產生依賴或好感  (Jones & Sasser,1995）。McDugall

與 Levesque (2000) 提出服務業的顧客滿意度模型，發現顧客滿意度

會受到三個因素所影響，分別是核心品質、關係品質及知覺價值。在

相關的研究中，也指出關係品質會正向的影響顧客滿意度（王婷穎，

2001；李城忠，2005；邱彩鳳，2004；羅建昇，2008）。因此，本研

究參考以上學者提出「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模式，以及本研究

主要模式「服務品質-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分別進行驗證關係

品質對顧客滿意度的影響。經研究後發現「關係品質-滿意度」在「關

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模式中，其影響效果是顯著的，研究結果與

王婷穎（2001）、李誠忠（2005）、邱彩鳳（2004）、羅建昇（2008）

的結果相同，也尌是關係品質會正向影響顧客的滿意度，結果支持研

究假設四。另外，經研究後發現「關係品質 -滿意度」在「服務品質 -

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模式中，其影響效果也是關係品質會正向

的影響顧客滿意度，同樣支持研究假設四，詳細情形將在整體模式進

一步探討。  

 

六、關係品質對顧客忠誠度的影響  

呈如上面所討論，在相關的研究中也指出關係品質會正向的影響

顧客忠誠度（王婷穎，2001；李城忠，2005；邱彩鳳，2004；羅建昇，

2008）。因此，本研究參考以上學者提出「關係品質 -滿意度-忠誠度」

模式，以及本研究主要模式「服務品質-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

分別進行驗證關係品質對顧客忠誠度的影響。經研究後發現「關係品

質-忠誠度」在「關係品質 -滿意度-忠誠度」模式中，其影響效果是不

顯著的，研究結果與王婷穎（2001）、李誠忠（2005）、邱彩鳳（2004）、

羅建昇（2008）的結果不同，也尌是關係品質不會顯著影響顧客的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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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度，結果不支持研究假設五。另外，經研究後發現「關係品質 -忠

誠度」在「服務品質 -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模式中，其影響效果

也是關係品質不會正向的影響顧客忠誠度，同樣不支持研究假設五，

詳細情形將在後面進一步探討。  

 

七、顧客滿意度對顧客忠誠度的影響  

Reichhed 與  Sasser (1990) 指出提高顧客滿意度，可使顧客忠誠

度增加，進而提高消費意願方式。Kotler (1997) 認為具有高度滿意的

顧客，可創造對品牌的情感聯繫，進而使企業獲得較高的顧客忠誠

度。因此，在本研究中分別提出了「服務品質 -滿意度-忠誠度」模式、

「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模式，以及本研究主要架構「服務品質

-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整體模式來進行驗證，經研究結果發現，

在三個模式中，「滿意度 -忠誠度」的路徑影響效果都是顯著的，此結

果與王婷穎（2001）、李誠忠（2005）、林秉毅（2005）、邱志益（2006）、

邱彩鳳（2004）、洪珠媚（2007）、羅建昇（2008）的結果相同，也尌

是顧客滿意度皆會正向的影響顧客忠誠度，研究結果支持本研究之假

設六。  

 

八、「服務品質 -關係品質 -滿意度 -忠誠度」整體模式之探討  

綜整前面探討，本研究提出「服務品質-滿意度-忠誠度」模式、

「關係品質 -滿意度 -忠誠度」模式，以及「服務品質 -關係品質 -滿意

度 -忠誠度」整體模式來進行探討與驗證之間的徑路關係。由前面的

探討發現服務品質會正向的影響顧客滿意度，顧客滿意度會正向的影

響顧客忠誠度，但是服務品質不會正向的影響顧客忠誠度。因此，在

「服務品質-滿意度-忠誠度」模式中，進一步探討發現滿意度扮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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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中介的角色（圖 4-2），此結果與楊秀玲（2006）的研究結果相同，

也尌是針對市民運動中心消費者而言，服務品質確實能透過顧客滿意

度的中介效果來影響顧客忠誠度。另外，由前面的探討也發現關係品

質會正向的影響顧客滿意度，顧客滿意度會正向的影響顧客忠誠度，

但是關係品質不會正向的影響顧客忠誠度。因此，在「關係品質-滿

意度 -忠誠度」模式中，進一步探討發現滿意度同樣扮演一個中介的

角色（圖 4-4），此結果與吳孟爵、楊東震、黃泰源（2006）的研究

結果相同，也尌是針對市民運動中心消費者而言，關係品質確實能透

過顧客滿意度的中介效果來影響顧客忠誠度。  

針對本研究所提出之「服務品質-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整體

模式中，可以發現服務品質會正向顯著影響關係品質，顧客滿意度也

會正向顯著影響顧客忠誠度，但是服務品質不會顯著影響滿意度與忠

誠度，關係品質也不會顯著影響滿意度與忠誠度（如圖 4-6），而整

體模式中存在著違犯估計的問題，也尌是影響徑路有負值的產生，因

此進行整體模式修正，總共修正三次，分別如圖 4-7、圖 4-12 及圖

4-13 所示。修正後可以發現，服務品質會正向的影響關係品質、關

係品質會正向的影響顧客滿意度、顧客滿意度會正向的影響顧客忠誠

度。研究結果與王婷穎（2001）、邱志益（2006）、曾信超（2006）的

研究結果一樣，也應證 Crosby 等  (1990)的觀點，服務品質會正向影

響關係品質；研究結果也與王婷穎（2001）、李誠忠（2005）、邱彩鳳

（2004）、羅建昇（2008）的結果相同，關係品質會正向影響顧客的

滿意度；研究結果也與王婷穎（2001）、李誠忠（2005）、林秉毅（2005）、

邱志益（2006）、邱彩鳳（2004）、洪珠媚（2007）、羅建昇（2008）

的結果相同，顧客滿意度會正向的影響顧客忠誠度。  

尌「服務品質 -關係品質 -滿意度 -忠誠度」整體模式而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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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進一步與「服務品質-滿意度-忠誠度」模式（圖 4-2）比較，

可以發現服務品質透過關係品質和顧客滿意度來影響顧客忠誠度的

效果（0.98*0.92*0.84=0.76）比僅僅透過顧客滿意度來影響顧客忠誠

度的效果（0.90*0.60=0.54）大，因此關係品質與顧客滿意度扮演著

中介的角色，研究結果與王婷穎（2001）、李孟訓、周建男、林俞君

（2006）、邱志益（2006）、曾信超（2006）、吳明哲（2007）、陳玉娟

（2007）、羅建昇（2008）的研究結果相同，關係品質和顧客滿意度

在服務品質與顧客忠誠度之間扮演著中介角色，也尌是服務品質會透

過關係品質的中介效果來影響顧客滿意度，同時也必頇要透過顧客滿

意度的中介效果來影響顧客忠誠度。因此，尌整體模式而言，本研究

所提出之假設一、假設四、假設六與假設七成立，而假設二、假設三

與假設五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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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服務品質-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整體模式徑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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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第一節針對「服務品質、關係品質、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影

響關係之研究 -以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為例」的研究成果，依據研究

問題、理論推導、預詴與實證結果等過程，提出本研究的重要結論，

第二節說明本研究的一般建議與後續研究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節綜合第肆章實證分析結果，針對本研究主要發現及其代表的

涵義，經討論後，提出以下結論：  

 

一、研究樣本特性方面  

（一）本研究以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消費者為研究對象，研究有效樣

本共 409 位受詴者，研究後發現男性與女性比例相當，分別為

52.1%和 47.9%。  

（二）本研究消費者年齡層帄均分佈在「25~29 歲」有 97 人，佔 23.7%

居多，如果加上「20~24 歲」的 56 人，總共有 37.4%。另外，

「30~34 歲」有 67 人，佔 16.4%，如果加上「35~39 歲」的 41

人，在 30~39 歲的族群總共有 26.4%，為次多的族群。綜觀本

研究之抽樣結果，各年齡層分佈人數皆達 10 人以上，顯示市

民運動中心使用人口分布於各年齡層，運動中心的設立廣為被

接受。  

（三）目前消費族群在個人帄均月收入的部分，以「30001 ~ 45000」

為最多，有 108 人，佔 26.4%居多，其次為「15001~30000」

的族群為居次，佔 22.2%。表示目前消費者族群大多數有固定

的工作和穩定的收入，在消費能力方面也比較能有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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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前消費族群在個人帄均每週使用頻率方面，以「1~2 次」者

為最多，共有 236 人，佔 57.7%居多。入場付費方式以「購買

單次票」者為最多，有 157 人，佔 38.4%最多，其次為購買月

票，有 101 人，佔 24.7%。以上結果得知目前市民運動中心消

費者在每週至運動中心消費次數不多，且大多數以購買單次票

為主，但是，我們也可以發現「購買月票」及「課程」的人數

有 153 人，佔 37.4%，所佔比例高達三分之一，表示有固定消

費行為之消費者願意至運動中心進行重覆消費，因此針對經營

單位而言，增加更多消費者願意購買月票及健身課程的動機是

必要的。  

 

二、整體理論模式關係  

（一）本研究在「服務品質 -滿意度-忠誠度」模式研究結果可以發現

服務品質會顯著正向的影響顧客滿意度，同時會透過顧客滿意

度而影響顧客忠誠度，顧客滿意度扮演著中介角色。因此，針

對市民運動中心消費者而言，運動中心提供的服務品質越好，

越能讓顧客感到滿意，當顧客感到滿意，才會有進一步的後續

消費行為，因此提升運動中心的服務品質是最重要的。  

（二）本研究在「關係品質 -滿意度-忠誠度」模式研究結果可以發現

關係品質會顯著正向的影響顧客滿意度，同時會透過顧客滿意

度而影響顧客忠誠度，顧客滿意度亦扮演著中介角色。因此，

針對消費者而言，運動中心提供的關係品質越好，越能讓顧客

感到滿意，當顧客感到滿意，才會有進一步的後續消費行為，

因此提升運動中心的關係品質也是不容忽視的。  

（三）本研究在「服務品質 -關係品質-滿意度-忠誠度」整體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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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發現服務品質不會直接正向的影響顧客滿意度和顧客忠

誠度，而是必頇要透過關係品質來影響顧客滿意度，因此，當

關係品質加入服務品質後，發現服務品質會完全透過關係品質

來影響顧客滿意度，進而影響顧客忠誠度，因此，本研究證實

關係品質在服務過程中扮演一個完全中介的角色。運動中心經

營者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增加與顧客互動的關係，提升顧客

對運動中心服務人員和運動中心整體的信任，顧客會對運動中

心的服務感到更滿意，也更願意再次來運動中心進行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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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依據研究結論，本研究提出以下各項對目前市民運動中心經營者

與後續研究的建議：   

 

一、對市民運動中心經營者  

（一）從樣本特性來看，目前市民運動中心消費者族群廣布於各年齡

層，但是使用人數最多之族群則介於 20 至 44 歲之間，建議業

者可針對 20 至 44 歲間之族群來規劃與開設更多的課程，以增

加消費次數與意願。或者，也可以提供團體參加的特殊方案，

一方面可以結伴參與運動，增進同儕間情誼與人際互動的機

會；另一方面也可以藉由團體參加人數來提升參與運動的人

數，並由團體發展出更多的團體，以提升營運的績效。  

（二）從研究中發現運動中心消費者對於運動中心服務品質比較在意

「保證性」和「軟硬體設施」，建議運動中心經營者可針對這

兩方面多做加強，提供更好的服務品質，例如：迅速確實的告

知顧客運動中心提供的服務內容、提供即時和迅速的問題解決

能力、重視顧客的個別需求、給予顧客感受到服務人員親切的

態度、提供社交的機會、提供完善的家庭運動計畫等。另外，

也可增加運動中心所提供之軟硬體設施及提升服務人員的專

業，讓運動中心的服務品質做全面性提升，以增加消費者的消

費意願。  

（三）研究中發現，關係品質的主要影響因素為「服務具體化」，其

次為「信任」，而關係品質在本研究所提出的整體模式中扮演

一個中介的角色。因此，建議經營者在提供服務的過程，增加

服務人員與顧客間具體的互動與信任感，讓顧客看的到服務人

員的用心和親切感，覺得運動中心服務人員的服務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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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信任的，進而提昇運動中心與顧客的信任感，讓顧客認

為來運動中心消費是安全的。  

（四）研究中發現顧客對「服務與專業」是最感到滿意的。建議運動

中心經營者可針對服務人員及教練的專業做進一步的加強和

訓練，提升其專業的素養，以在服務過程中給予顧客更多專業

指導上的信任，讓顧客感到更滿意，也更願意多次來運動中心

進行消費。  

 

二、未來研究建議   

（一）考慮增加研究變項對本研究主要變數關係的影響  

本研究模型可以再增加考慮外部潛在對模式中主要變數的影

響關係，例如經營者團隊形象、顧客對公辦民營的認同感、經營者

顧客關係管理、服務人員人格特質、服務人員工作態度等變項，對

關係品質、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會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探討

影響各變數間關係與中介效果是可行的研究方向。  

 

（二）可發展「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整體服務品質評量指標」  

本研究主要是了解市民運動中心所提供之服務品質對消費者

的感受如何，並建立影響消費者再次消費的行為模式，研究結果證

實關係品質是一個關鍵的中介角色。建議未來的研究者可以針對市

民運動中心所提供的服務品質來建立整體服務品質的評量指標，內

容可以包含衡量促進運動中心與顧客關係的相關指標或問項。指標

的發展除了可以提供經營者作為參考和改善外，也可以提供臺北市

政府體育處評估市民運動中心營運績效的評量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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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針對健身俱樂部進一步研究  

本研究以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為研究對象，因市民運動中心經

營方式由政府採用委外經營方式運作，經營過程有政府單位督導與

協助，建議後續研究可針對一般的私人健身俱樂部為研究對象來進

一步探討，並可比較市民運動中心與一般的私人健身俱樂部之間的

差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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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運動中心問卷發放統計表  

運動中心  發放問卷數  回收問卷數  無效問卷  有效問卷  可用率  

中山  60 60 1 59 98％  

北投  60 60 2 58 97％  

南港  60 60 1 59 98％  

士林  60 60 3 57 95％  

萬華  60 60 1 59 98％  

中正  60 60 1 59 98％  

內湖  60 60 2 58 97％  

Total 420 420 11 409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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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服務品質對顧客忠誠度影響之研究 

調查問卷（預詴） 

親愛的運動中心消費者，您好： 

    首先感謝您的協助，使我們的研究得以順利進行。本問卷目的在瞭解臺北

市市民運動中心服務品質對顧客忠誠度影響之調查研究，調查結果僅供學術研

究參考，並建議政府相關機構及經營者對運動中心之服務提供更多的改進。請

您據實填答，您的意見絕對保密，絕不對外公開或做個案討論；對您的合作與

協助，謹致以無限的謝忱。 

 

敬祝 

    健康 快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與休閒學院  

指 導 教 授：張少熙 博士 

研   究  生：陳林鴻 敬上 

 

【第一部份】運動中心服務品質問卷 

這一部份是想要了解您對於運動中心服務品質的實際認知

程度，請選擇適合您看法的答案，並在□中打「」。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此運動中心有賞心悅目的建築外觀……………………… □ □ □ □ □ 

2. 此運動中心具有現代化設備（電腦化設施）…………… □ □ □ □ □ 

3. 此運動中心能做好運動設施的妥善管理………………… □ □ □ □ □ 

4. 此運動中心有提供清潔衛生的淋浴區…………………… □ □ □ □ □ 

5. 此運動中心所提供的設備與服務內容相配合…………… □ □ □ □ □ 

6. 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有整齊清潔的穿著………………… □ □ □ □ □ 

7. 此運動中心有具備完善足夠的停車空間………………… □ □ □ □ □ 

8. 此運動中心有提供最新正確的資訊（如網路服務、健康

資訊）……………………………………………………… 
□ □ □ □ □ 

9. 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做出的承諾都會及時達成………… □ □ □ □ □ 

10.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會迅速確實的告知顧客服務的內容 □ □ □ □ □ 

11.當顧客遭遇問題時，此運動中心會盡力協助解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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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2.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第一次尌能提供完善的服務……… □ □ □ □ □ 

13.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不會因為太忙而疏於回應顧客…… □ □ □ □ □ 

14.此運動中心會暸解不同顧客的個別需求程度…………… □ □ □ □ □ 

15.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常保持高度的服務意願…………… □ □ □ □ □ 

16.此運動中心對顧客的抱怨能及時的處理………………… □ □ □ □ □ 

17.此運動中心時時以顧客的最佳權益為優先……………… □ □ □ □ □ 

18.此運動中心場地與器材設備具有高度的安全性………… □ □ □ □ □ 

19.此運動中心指導人員的指導方式是讓顧客可信賴的…… □ □ □ □ □ 

20.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能保持對顧客的禮貌態度………… □ □ □ □ □ 

21.此運動中心能提供社交的機會…………………………… □ □ □ □ □ 

22.此運動中心提供良好的兒童遊戲空間…………………… □ □ □ □ □ 

23.在此運動中心進行消費有安全的感覺…………………… □ □ □ □ □ 

24.此運動中心營業時間能配合顧客的需求………………… □ □ □ □ □ 

25.此運動中心能提供完善的家庭運動計畫………………… □ □ □ □ □ 

 

【第二部份】運動中心關係品質問卷 

這一部份是想要了解您對於運動中心關係品質的實際認知

程度，請選擇適合您看法的答案，並在□中打「」。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運動中心會主動通知我最新資訊………………………… □ □ □ □ □ 

2. 運動中心內設備齊全……………………………………… □ □ □ □ □ 

3. 運動中心的設備、器材等物品乾淨整潔………………… □ □ □ □ □ 

4. 運動中心備有逃生路線圖………………………………… □ □ □ □ □ 

5. 消防設施擺設在明顯的位置………………………………  □ □ □ □ □ 

6. 運動中心人員答應我的事說到做到……………………… □ □ □ □ □ 

7. 運動中心人員能及時完成答應我的事……………………  □ □ □ □ □ 

8. 運動中心人員願意盡最大努力與我維繫彼此的關係…… □ □ □ □ □ 

9. 運動中心員工不會欺瞞顧客……………………………… □ □ □ □ □ 

10.運動中心之服務值得我信任………………………………  □ □ □ □ □ 

11.運動中心員工會提供有價值與值得信賴的資訊給顧客… □ □ □ □ □ 

12.運動中心員工具有足夠專業知識回答顧客疑問………… □ □ □ □ □ 



 

 

172 

【第三部份】顧客滿意度問卷 

這一部份是想要了解您對於運動中心使用後的滿意程度，請

選擇適合您看法的答案，並在□中打「」。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1. 我對此運動中心所提供的健身課程組合令我感到……… □ □ □ □ □ 

2. 我對此運動中心所提供的健康講座感到………………… □ □ □ □ □ 

3. 我對此運動中心所提供之資訊多樣化感到……………… □ □ □ □ □ 

4. 我對此運動中心的空間大小感到………………………… □ □ □ □ □ 

5. 我對此運動中心提供之休憩區感到……………………… □ □ □ □ □ 

6. 我對此運動中心置物櫃的充足程度感到………………… □ □ □ □ □ 

7. 我對此運動中心場地的防護措施感到…………………… □ □ □ □ □ 

8. 我對此運動中心整體環境的舒適度感到………………… □ □ □ □ □ 

9. 我對此運動中心設備的安全性感到……………………… □ □ □ □ □ 

10.我對此運動中心設備的充足程度感到…………………… □ □ □ □ □ 

11.我對此運動中心設備的品質感到………………………… □ □ □ □ □ 

12.我對此運動中心空氣的品質感到………………………… □ □ □ □ □ 

13.我對此運動中心盥洗設備的清潔程度感到……………… □ □ □ □ □ 

14.我對此運動中心照明設備的亮度感到…………………… □ □ □ □ □ 

15.我對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之專業知識能力感到………… □ □ □ □ □ 

16.我對此運動中心教練的溝通能力感到…………………… □ □ □ □ □ 

17.我對此運動中心教練的指導方式感到…………………… □ □ □ □ □ 

18.我對此運動中心教練的教學態度感到…………………… □ □ □ □ □ 

19.我對此運動中心教練的專業能力感到…………………… □ □ □ □ □ 

20.我對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服務態度感到………………… □ □ □ □ □ 

21.我對此運動中心關於我的抱怨要求、詢問事項，服務人

員的立即回應讓我感到…………………………………… 
□ □ □ □ □ 

22.我對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能在第一次尌把事情做好感到 □ □ □ □ □ 

23.使用器材設備前，服務人員有教導我基本動作及安全注

意事項……………………………………………………… 
□ □ □ □ □ 

24.我對此運動中心的價格感到……………………………… □ □ □ □ □ 

25.尌服務品質而言，我所支付的價格是合理的…………… □ □ □ □ □ 

26.對於運動中心教練的收費感到…………………………… □ □ □ □ □ 

27.對於運動中心的促銷情形（入會費折扣數或促銷商品）

感到…………………………………………………………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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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顧客忠誠度問卷 

這一部份是想要了解您對於運動中心使用後的忠誠度，請選

擇適合您看法的答案，並在□中打「」。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我願意再回到這家運動中心從事運動…………………… □ □ □ □ □ 

2.我願意把這家運動中心當成我運動時的第一選擇………  □ □ □ □ □ 

3.即使運動中心的價格上漲了，我仍會選擇此運動中心…… □ □ □ □ □ 

4.我會向其他人宣傳這家運動中心的優點………………… □ □ □ □ □ 

5.我會向別人推薦這家運動中心…………………………… □ □ □ □ □ 

6.我會建議親朋好友來這家運動中心運動………………… □ □ □ □ □ 

7.我願意消費運動中心其他服務或課程…………………… □ □ □ □ □ 

 

【第五部份】個人基本資料 

1.性別：(1)□男  (2)□女  

2.年齡：□(1)15-19 歲   □(2)20-29 歲   □(3)30-39 歲    □(4)40-49 歲  

□(5)50-59 歲   □(6)60-69 歲   □(7)70 歲（含）以上 

3.婚姻狀況：(1)□未婚   (2)□有偶   (3)□離婚   (4)□喪偶  

4.個人帄均月收入： □(1)15,000 元以下        □(2)15,001~30,000 元    

□(3)30,001~45,000 元     □(4)45,001~60,000 元    

□(5)60,001~75,000 元     □(6)75,001 以上  

5.您帄均每週使用運動中心的頻率： 

  □(1) 1~2 次  □(2) 3~4 次   □(3) 5~6 次  □(4) 7 次（含以上） 

6.您帄均使用運動中心的時間： 

  □(1)1 小時內  □(2)1~2 小時內  □(3)2~3 小時內  □(4)3 小時以上 

7.您入場付費方式為： 

□(1)購買單次票  □(2)購買月票  □(3)免費體驗卷  □(4)其他 

本問卷到此結束，煩請您確認是否有漏答之題項。 

衷心感謝您的協助！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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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三 

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服務品質對顧客忠誠度影響之研究 

調查問卷（正式） 

親愛的運動中心消費者，您好： 

    首先感謝您的協助，使我們的研究得以順利進行。本問卷目的在瞭解

臺北市市民運動中心服務品質對顧客忠誠度影響之調查研究，調查結果僅

供學術研究參考，並建議政府相關機構及經營者對運動中心之服務提供更

多的改進。請您據實填答，您的意見絕對保密，絕不對外公開或做個案討

論；對您的合作與協助，謹致以無限的謝忱。 

 

敬祝 

    健康 快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與休閒學院  

指 導 教 授：張少熙 博士 

研   究  生：陳林鴻 敬上 
 

【第一部份】運動中心服務品質 

這一部份是想要了解您對於運動中心服務品質的實際認知

程度，請選擇適合您看法的答案，並在□中打「」。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此運動中心有賞心悅目的建築外觀……………………… □ □ □ □ □ 

2. 此運動中心具有現代化設備（電腦化設施）…………… □ □ □ □ □ 

3. 此運動中心能做好運動設施的妥善管理………………… □ □ □ □ □ 

4. 此運動中心有提供清潔衛生的淋浴區…………………… □ □ □ □ □ 

5. 此運動中心所提供的設備與服務內容相配合…………… □ □ □ □ □ 

6. 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有整齊清潔的穿著………………… □ □ □ □ □ 

7. 此運動中心有具備完善足夠的停車空間………………… □ □ □ □ □ 

8. 此運動中心有提供最新正確的資訊（如網路服務、健康

資訊）………………………………………………………  
□ □ □ □ □ 

9. 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做出的承諾都會及時達成………… □ □ □ □ □ 

10.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會迅速確實的告知顧客服務的內容 □ □ □ □ □ 

11.當顧客遭遇問題時，此運動中心會盡力協助解決……… □ □ □ □ □ 

12.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第一次尌能提供完善的服務……… □ □ □ □ □ 

13.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不會因為太忙而疏於回應顧客……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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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4.此運動中心會暸解不同顧客的個別需求程度…………… □ □ □ □ □ 

15.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常保持高度的服務意願…………… □ □ □ □ □ 

16.此運動中心對顧客的抱怨能及時的處理………………… □ □ □ □ □ 

17.此運動中心時時以顧客的最佳權益為優先……………… □ □ □ □ □ 

18.此運動中心場地與器材設備具有高度的安全性………… □ □ □ □ □ 

19.此運動中心指導人員的指導方式是讓顧客可信賴的…… □ □ □ □ □ 

20.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能保持對顧客的禮貌態度………… □ □ □ □ □ 

21.此運動中心能提供社交的機會…………………………… □ □ □ □ □ 

22.此運動中心提供良好的兒童遊戲空間…………………… □ □ □ □ □ 

23.在此運動中心進行消費有安全的感覺…………………… □ □ □ □ □ 

24.此運動中心營業時間能配合顧客的需求………………… □ □ □ □ □ 

25.此運動中心能提供完善的家庭運動計畫………………… □ □ □ □ □ 
 
 

【第二部份】運動中心關係品質 

這一部份是想要了解您對於運動中心關係品質的實際認知

程度，請選擇適合您看法的答案，並在□中打「」。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運動中心會主動通知我最新資訊……………………… □ □ □ □ □ 

2. 運動中心內設備齊全…………………………………… □ □ □ □ □ 

3. 運動中心的設備、器材等物品乾淨整潔……………… □ □ □ □ □ 

4. 運動中心備有逃生路線圖……………………………… □ □ □ □ □ 

5. 消防設施擺設在明顯的位置……………………………  □ □ □ □ □ 

6. 運動中心人員答應我的事說到做到…………………… □ □ □ □ □ 

7. 運動中心人員能及時完成答應我的事…………………  □ □ □ □ □ 

8. 運動中心人員願意盡最大努力與我維繫彼此的關係… □ □ □ □ □ 

9. 運動中心員工不會欺瞞顧客…………………………… □ □ □ □ □ 

10.運動中心之服務值得我信任……………………………  □ □ □ □ □ 

11.運動中心員工會提供有價值與值得信賴的資訊給顧客 □ □ □ □ □ 

12.運動中心員工具有足夠專業知識回答顧客疑問………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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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顧客滿意度 

這一部份是想要了解您對於運動中心使用後的滿意程度，請

選擇適合您看法的答案，並在□中打「」。 

非
常
滿
意 

滿
意 

普
通 

不
滿
意 

非
常
不
滿
意 

1. 我對此運動中心所提供的健身課程組合令我感到……… □ □ □ □ □ 

2. 我對此運動中心所提供的健康講座感到………………… □ □ □ □ □ 

3. 我對此運動中心所提供之資訊多樣化感到……………… □ □ □ □ □ 

4. 我對此運動中心的空間大小感到………………………… □ □ □ □ □ 

5. 我對此運動中心提供之休憩區感到……………………… □ □ □ □ □ 

6. 我對此運動中心置物櫃的充足程度感到………………… □ □ □ □ □ 

7. 我對此運動中心場地的防護措施感到…………………… □ □ □ □ □ 

8. 我對此運動中心整體環境的舒適度感到………………… □ □ □ □ □ 

9. 我對此運動中心設備的安全性感到……………………… □ □ □ □ □ 

10.我對此運動中心設備的充足程度感到…………………… □ □ □ □ □ 

11.我對此運動中心設備的品質感到………………………… □ □ □ □ □ 

12.我對此運動中心空氣的品質感到………………………… □ □ □ □ □ 

13.我對此運動中心盥洗設備的清潔程度感到……………… □ □ □ □ □ 

14.我對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之專業知識能力感到………… □ □ □ □ □ 

15.我對此運動中心教練的溝通能力感到…………………… □ □ □ □ □ 

16.我對此運動中心教練的指導方式感到…………………… □ □ □ □ □ 

17.我對此運動中心教練的教學態度感到…………………… □ □ □ □ □ 

18.我對此運動中心教練的專業能力感到…………………… □ □ □ □ □ 

19.我對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服務態度感到………………… □ □ □ □ □ 

20.我對此運動中心關於我的抱怨要求、詢問事項，服務人

員的立即回應讓我感到…………………………………… 
□ □ □ □ □ 

21.我對此運動中心服務人員能在第一次尌把事情做好感到 □ □ □ □ □ 

22.使用器材設備前，服務人員有教導我基本動作及安全注

意事項……………………………………………………… 
□ □ □ □ □ 

23.我對此運動中心的價格感到……………………………… □ □ □ □ □ 

24.尌服務品質而言，我所支付的價格是合理的…………… □ □ □ □ □ 

25.對於運動中心教練的收費感到…………………………… □ □ □ □ □ 

26.對於運動中心的促銷情形（入會費折扣數或促銷商品）

感到…………………………………………………………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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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顧客忠誠度 

這一部份是想要了解您對於運動中心使用後的忠誠度，請

選擇適合您看法的答案，並在□中打「」。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我願意再回到這家運動中心從事運動…………………… □ □ □ □ □ 

2.我願意把這家運動中心當成我運動時的第一選擇………  □ □ □ □ □ 

3.即使運動中心的價格上漲了，我仍會選擇此運動中心… □ □ □ □ □ 

4.我會向其他人宣傳這家運動中心的優點………………… □ □ □ □ □ 

5.我會向別人推薦這家運動中心…………………………… □ □ □ □ □ 

6.我會建議親朋好友來這家運動中心運動………………… □ □ □ □ □ 

7.我願意消費運動中心其他服務或課程…………………… □ □ □ □ □ 

 

【第五部份】個人基本資料 

1.性別：(1)□ 男  (2)□ 女  

2.年齡： 

 (1)□ 15-19 歲   (2)□ 20-24 歲   (3)□ 25-29 歲   (4)□ 30-34 歲  

 (5)□ 35-39 歲   (6)□ 40-44 歲   (7)□ 45-49 歲   (8)□ 50-54 歲  

(9)□ 55-59 歲   (10)□ 60-64 歲  (11)□ 65 歲（含）以上 

3.婚姻狀況： 

 (1)□ 未婚   (2)□ 有偶   (3)□ 離婚   (4)□ 喪偶  

4.個人帄均月收入：  

 (1)□ 15,000 以下    (2)□ 15,001~30,000   (3)□ 30,001~45,000  

 (4)□ 45,001~60,000  (5)□ 60,001~75,000   (6)□ 75,001 以上  

 (7)□ 已退休 

5.您帄均每週使用運動中心的頻率： 

 (1)□ 1~2 次  (2)□ 3~4 次   (3)□ 5~6 次  (4)□ 7 次（含以上） 

6.您帄均使用運動中心的時間： 

 (1)□ 1 小時內 (2)□ 1~2 小時內 (3)□ 2~3 小時內 (4)□ 3 小時以上 

7.您入場付費方式為： 

 (1)□ 購買單次票 (2)□ 購買月票 (3)□ 優待票 (4)□ 課程 (5)□ 其它  

 

本問卷到此結束，煩請您確認是否有漏答之題項。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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