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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第貳章第貳章第貳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章內容共分成五節：第一節介紹木球運動之發展；第二節服務

品質相關理論；第三節滿意度相關理論；第四節為服務品質與滿意度

之相關文獻整理；第五節本章總結，以作為本研究理論之支持與研究

架構發展之依據。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木球運動之發展木球運動之發展木球運動之發展木球運動之發展 

一一一一、、、、國內發展與重要賽事國內發展與重要賽事國內發展與重要賽事國內發展與重要賽事 

1990 年翁明輝先生開始在陽明山內雙溪開闢山坡梯田建設成為

木球場，1992 年建設完成第一個專屬的木球場—臺北雙溪後花園木

球場。1993 年在臺北市成立了中華民國木球協會後，開始各項發表

與推展活動。1994 年成立大專院校總會木球委員會，1995 年完成木

球規則、教學手冊及錄影帶，並於全台各地區演示說明，積極提倡木

球運動（王宏維，2002）。1997 年木球協會加入中華民國體育總會

後，連續兩年辦理陽光健身計畫系列活動─木球運動。2000 年木球被

教育部列為中等學校運動績優保送生甄審、甄試項目之一。2001 年

中華民國中等學校木球委員會成立。現在臺灣 25 個縣市中，已成立

23 個木球委員會。由此可看出木球運動在台灣的蓬勃發展。自 1995

年起，每年皆有大型木球賽事舉行，如 1995 年起之大專盃木球錦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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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1996 年起舉辦之全國青年盃木球錦標賽，2000 年起之全國中等

學校木球錦標賽等（木球協會，2005）。 

二二二二、、、、國際推廣及賽事國際推廣及賽事國際推廣及賽事國際推廣及賽事  

木球運動之發展，除積極在國內推動外，於 1994 年起便開始向

美加、歐陸、日韓、星馬泰等國外地區進行推廣，且亞洲木球總會（Asia 

Woodball Federation）、歐洲木球聯盟（European Woodball 

Federation）、國際木球總會（International Woodball Federation）在

1999 年相繼成立。同年底，木球運動也獲得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

（Olympic Council of Asia, 簡稱 OCA）承認。世界大學運動總會會

長 Killian (2004)認為，木球運動在我國大專體育總會的協助下發展迅

速，因此世界大學木球錦標賽的申請案特別受到支持，並順利於 2001

年獲得核准由我國承辦「2004 年第一屆世界大學木球錦標賽」。而

國際木球總會也認為應辦理第一屆世界盃木球錦標賽，因此同意由我

國於 2004 年承辦「第一屆世界盃木球錦標賽」（木球協會，2005）。

在國際賽事方面，馬來西亞、泰國、台灣、澳洲、匈牙利、新加坡、

日本、奧地利、韓國、中國、蒙古等國家皆舉辦過國際木球公開賽。

且辦過四屆亞洲盃木球錦標賽、四屆亞洲大學木球錦標賽、一屆世界

盃木球錦標賽及一屆世界大學木球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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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講習會及研討會活動講習會及研討會活動講習會及研討會活動講習會及研討會活動 

講習活動包含教練、裁判講習及木球運動推廣班，主要目的是培

育優秀教練、專業裁判，並讓一般民眾體驗木球運動；而研討會活動

則是木球運動之學術相關活動，藉由舉辦這類型的活動，更加促進木

球運動之發展。 

四四四四、、、、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木球運動推展至今，在國內已經有數十萬之多的木球運動人口，

國際方面也已推廣至約 20 個國家(張添福，2003)，並於 2003 年舉辦

了木球運動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及國際裁判講習會，於 2004 年順利舉

行第一屆世界盃木球錦標賽。這表示由國人自創的木球運動，已經逐

漸風行於全球，且在學術與技術上皆有不錯的表現。這是國人的成就

與驕傲，也是我國運動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註） 

 

註：詳細木球運動發展之重要紀事，如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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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服務品質相關理論服務品質相關理論服務品質相關理論服務品質相關理論 

本節乃針對服務品質做一統整性之敘述，並整體歸納其重要意

涵，藉以探討木球協會提供給木球運動參與者之服務類別。 

一一一一、、、、服務的服務的服務的服務的意涵意涵意涵意涵 

「服務」有許多不同的解釋，隨著時代的變遷，其意涵有所改變，

本研究將服務的意涵整理如表 2-2-1 所示。 

表 2-2-1 服務意涵表 

學者或機構 時間 服 務 的 意 涵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1960 

服務為「經由直接銷售或伴隨貨品銷

售而提供之活動、效益或滿足感」。 

Buell 1984 
服務被用為銷售，或因配合貨品銷售

而連帶提供之一種活動、利益或滿意。 

Zeithaml and Bitner 1996 服務可視為行為、程序以及表現 

Kotler 2003 

服務係指一個組織提供另一群體的任

何活動或利益，基本上是無形的，也

不會牽涉任何實體所有權，其產生可

能與某項實體產品有關，也可能無關。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二二二二、、、、服務的特服務的特服務的特服務的特性性性性 

服務的特性方面，學者（洪順慶，1991；Parasuraman 等, 1985; 

Regan, 1963）皆一致認為服務具有以下四種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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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形性（intangibility）：  

指服務是無形的一種行為、績效而非實體物品。這是服務基本的

特性，也是和財貨最主要的差別。因此，顧客在購買前，無法看到、

摸到、聽到或感覺，也很難在事前評斷服務的好壞。 

（二）不可分割性（inseparability）： 

指服務的生產和消費是同時發生的。服務在生產的過程中，顧客

必在現場，否則無法進行消費，這與要經過製造、銷售，最後被消費

的實體產品不同。因此，服務者和顧客間之互動關係變的密切與重要。 

（三）異質性（heterogeneity）：  

指服務具有高度的可變性。因實體產品在生產製造時可將流程予

以標準化，而使品質可達到同質性。但服務會因服務提供者，或提供

服務的時間與地點之不同，使服務品質不易維持在一定的水準。 

（四）易消逝性（perishability）： 

指服務無法像實體產品一樣可儲存以供未來銷售或使用。因此無

論是提供者或顧客都無法事先生產或多買一些來存放。 

由上述得知，服務通常是配合相關實物/務而產生的一種行為或

表現，其本身是無形的。顧客無法在消費前得知其好壞，因其產生與

消費是同時出現的，所以無法事先生產或銷售，且其會因人、事、時、

地之不同而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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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品質的意涵品質的意涵品質的意涵品質的意涵 

關於品質的意涵，在不同領域中、不同的學者及不同年代皆有不

同之見解或差異。本研究將品質的意涵整理如表 2-2-2 所示。 

表2-2-2 品質意涵表 

學者/單位 時間 品 質 的 意 涵 

Crosby 1979 
主張品質是第一次就做對，並且合乎顧客之

需求標準。 

石川馨 1982  

品質是一種令顧客滿足，並且願意購買的特

質，其以顧客的需求為主，隨著顧客需求改

變，而不斷提昇。 

Garvin 1984 

歸納其他學者研究，提出五種觀點定義品

質：哲學法、產品導向法、使用者導向法、

製造導向法、價格導向法。 

Deming 1986 
品質是製造出而非檢驗的，是一種以最經濟

的手段，製造出市場最有用的產品。 

Juran 1989 

品質是指「產品應排除缺點使其在使用期間

能夠滿足使用者的需求」。其包含向度：設

計的品質、一致的品質、可用性、安全性以

及現場使用。 

ISO 9000 1990 
產品或服務的整體特質和特性能夠滿足既

定需求的。 

Feigenbaum 1991 
首創「全面品管(total quality control)，強調

品管的核心是預防，重視品質成本。」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由上述得知，品質為一種符合某種特定標準的概念，且標準之依

據為是否滿足顧客的需求，並具備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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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服務品質的意涵服務品質的意涵服務品質的意涵服務品質的意涵 

Sasser, Olsen & Wyckoff (1978)認為服務水準與服務品質是相似

的概念，其提出衡量服務品質應包括：安全性、一致性、態度、完整

性、調節性、便利性與及時性等七個因素。 

Gronroos (1984)將服務品質定義為顧客對於服務的期望及接受

服務後實際認知的差距。其是技術品質、功能品質、企業形象三個不

同成分的函數。 

Parasuraman 等（1985）提出之「服務品質觀念性模式」指出，

服務品質為顧客期望的服務與實際接受服務後之認知，兩者間比較後

之結果。其模式將服務品質分為十個構面： 

（一）可靠性（reliability）：執行服務過程的可信賴性及一致性。 

（二）反應性（responsiveness）：服務人員提供服務的意願、速

度與即時性。 

（三）勝任力（competence）：執行服務需具備的技能和知識。 

（四）便利性（access）：顧客接受服務的時間、地點的便利性。 

（五）溝通性（communication）：傾聽顧客意見並適時溝通。 

（六）禮貌性（courtesy）：服務人員尊重、親切、體貼、友善。 

（七）信用性（credibility）：誠實、值得信賴及重視顧客權益。 

（八）安全性（security）：讓顧客免於危險、風險或疑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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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瞭解性（understanding）及熟知性（knowing）：瞭解並 

熟知顧客的需求。 

（十）有形性（tangible）：指與服務相關的實體，如設施、服 

務人員儀表等。 

Parasuraman 等學者在 1988 年時又對 1985 年提出的服務品質

十項構面加以補充、歸納，精簡成五項主要認知構面，其中「有形性」、

「可靠性」及「反應性」與原構面相同；而「保證性」則由原構面中

的「勝任力」、「禮貌性」、「信用性」及「安全性」所組成；「關

懷性」則由原構面中的「便利性」、「溝通性」及「瞭解性／熟知性」

所組成。且這五個構面又發展出其下的 22 項服務品質衡量尺度。此

衡量服務品質尺度之量表即稱為 SERVQUAL 也就是服務品質量表，

其相關構面及問題如表 2-2-3。 

在服務品質量表被提出後，引發了許多後續的研究與探討，並遭

受到許多質疑與批評。Parasuraman 等學者於 1991 年再次修訂了原始

的量表，將含有「should」一字的問項用字改為「would」。同時也將

量表中負面的用詞修正為正面性的語氣。目前該量表已被證實具有良

好的信、效度，且被修訂廣泛運用於不同的服務產業（蔡士傑，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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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服務品質量表 

構面 問         題 

有形性 

tangibility 

1.擁有現代化服務設施 

2.服務設施具吸引力 

3.服務人員穿著整齊得體 

4.企業整體設施與提供服務相符合 

可靠性 

reliability 

5.在承諾的時間內履行承諾 

6.顧客遭遇困難時，企業應表現關心並提供解決之道 

7.企業是可靠的 

8.能於承諾的時間內提供及時的服務 

9.能將服務紀錄正確保存 

回應性 

responsiveness 

（負面問項） 

10.不應期待服務人員告知顧客精確的服務時間 

11.顧客期待及時得到服務是不切實際的 

12.服務人員無意願持續幫助顧客 

13.可接受服務人員忙碌而無法即時提供服務 

保證性 

assurance 

14.服務人員是可信賴的 

15.與服務人員接觸時感到安全 

16.服務人員是彬彬有禮的 

17.服務人員之間能彼此協助提供更好的服務 

關懷性 

empathy 

（負面問項） 

18.服務人員不會給予不同顧客個人化的服務 

19.服務人員無法給予顧客個別關懷 

20.服務人員瞭解顧客需求是不可能的 

21.服務人員將顧客的利益置於優先是不可能的 

22.服務人員不會在經營時間內方便所有的顧客 

資料來源：修改自林豔汝（2003）。臺灣地區大型運動公園服務品質之實 

          證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頁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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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木球協會之服務品質木球協會之服務品質木球協會之服務品質木球協會之服務品質 

木球協會章程（1998）明確指出，木球協會係依人民團體法設立，

屬於非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其成立之宗旨為倡導及推廣木球運

動，辦理全國性或國際性之比賽，以提高木球運動之技術水準，並增

進國民健康。其任務為： 

（一）辦理國內外木球運動之推廣事項。 

（二）舉辦全國性、國際性之木球比賽事項。 

（三）選拔及訓練優秀球員。 

（四）木球裁判及教練之訓練，講習、登記及管理之事項。 

（五）研訂木球規則，解釋比賽規則之疑問。 

（六）為唯一審定國內比賽木球設備及器材用品等事項之機構。 

（七）會員資格之審查決定事項。 

（八）其他有關木球運動事項。 

木球協會自成立以來，在國內推廣部分除在各處舉行示範說明

會，教導社會大眾何謂木球運動，及其玩法與特色外，也辦理 A 級

教練或裁判的專業人才講習會。而在國際方面，除派請講師至他國講

授課程、參加他國的教學研習會外，亦協助其建立木球運動相關組

織，便於推動發展，也辦理首屆的國際裁判及國際學術研習會。此外，

木球協會也定期舉辦全國性、國際性的木球比賽，包含有全國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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盃、全國中正盃、全民運動-木球項目、全國中等學校木球錦標賽、

兩岸城市盃邀請賽及台灣木球國際賽等，廣邀各界好手切磋球技，讓

選手彼此互動交流。並於賽前選拔出代表我國參賽之優秀選手，加以

培育、訓練。 

現代社會已是一個服務化的社會，各單位皆應具備服務的特性 

（劉學文，2002）。而非營利運動組織的服務即為透過活動的舉辦，

讓民眾獲得教育的意義與樂趣（廖學明，2003）。由此可知，木球協

會之業務運作皆依循宗旨，而所提供之服務則為其舉辦之相關賽會、

選手培訓、教練及裁判講習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等。因此，欲瞭

解木球運動參與者對木球協會之服務品質評價，應由這些活動之相關

面向著手。 

六六六六、、、、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服務品質是顧客評定服務單位的一個標準，服務品質的好壞代表

著，該單位所提供之服務是否符合顧客需求的程度，而服務品質量表

是目前具良好的信、效度，且被證實可廣泛運用的一個量表。因此，

本研究會依據木球協會提供之服務事項及特性，增刪修改該量表之問

題，以訂出一份符合木球協會之服務品質評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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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相關理論相關理論相關理論相關理論 

本節乃針對滿意度作一統整之敘述，並整理歸納其重要結果，藉

以找出適合本研究之滿意度理論基礎及測量方式，以利後續研究問卷

之設計。 

一一一一、、、、滿意度之滿意度之滿意度之滿意度之意涵意涵意涵意涵 

「滿意度」一直是各研究用來測量人們對產品、工作、品質等方

面看法的工具，是一項非常有用的衡量行為指標（侯錦雄，1990）。

因此，本節將針對滿意度之定義及理論做一系統性之整理，期能為本

研究提供相關支持性的論點，以增進本研究後續發展之認知。 

Cardozo (1965)是最早將顧客滿意度概念引進行銷領域的學者

（李英瑋，2001；廖俊儒，2004）。在其發現顧客消費的滿意程度及

其行為間之關係後，以消費者為中心的研究主題開始風行，而各學者

對滿意度的定義也相繼出現。 

Howard & Sheth 於 1969 年將滿意度的觀念引入消費者理論，（蔡

士傑，2005），其認為顧客滿意度是指顧客對購買產品所付出的成本

（如時間、金錢）與所獲得的報償（如產品、服務），兩者間是否適

當的一種認知狀態。 

Hempel (1977) 認為：顧客滿意度取決於顧客所預期的產品或服

務之實現程度，它反應出預期與實際結果一致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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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ver (1981) 認為：顧客滿意是消費者在獲得產品或經驗中的驚

喜所作之評價，為一種期望與經驗同時存在時所產生的情緒反應。 

Kotler (1997) 認為：滿意度是一個人感覺愉悅或失望的程度，是

源自於其對產品期望或結果，其滿意與否視產品所帶來的效益是否符

合期望而定。 

黃俊英（2003）認為，滿意度是指一個人感覺到愉快或失望的程

度。而其滿意程度取決於產品或服務所帶來的利益或價值。換言之，

顧客感受的知覺價值及顧客的期望水準會決定顧客滿意程度的高低。 

現將國內外學者對滿意度之意涵整理如表 2-3-1 所示： 

表2-3-1  滿意度意涵表 

學  者 年代 滿 意 度 之 意 涵 

Howard and Sheth 1969 
顧客對因購買產品所付出的犧牲與所得

到的補償相較後是否合理的一種感受。 

Hempel 1977 

滿意度決定於顧客事前對產品的期望與

使用產品之後，與實際結果是否一致的

程度。 

Oliver 1981 
滿意度是來自顧客購買經驗中所獲得的

驚喜，是對事物一種情緒上的反應。 

Kotler 1997 

乃一個人所感覺的愉悅或失望程度，係

源自其對產品性能（或結果）的知覺與

個人對產品的期望。 

黃俊英 2003 
滿意度是顧客感受的知覺價值與期望水

準相較後，其感覺到愉快或失望的程度。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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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各學者的定義中可歸納出，滿意度乃是顧客對產品或服務

的期望，與實際使用或經驗後之認知相互比較的一種結果，其差距「大

與小」分別代表著滿意度的「低與高」。也就是若實際結果不如預期，

顧客將會產生不滿意的感覺；若實際結果符合或超過預期，顧客將會

感到滿意。 

二二二二、、、、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相關相關相關相關理論理論理論理論 

滿意度理論主要在解釋如何判斷顧客滿意與否之方法（蔡士傑，

2005）。Oliver and Desarbo (1988)兩位學者綜合各家說法，將有關顧

客滿意度的理論分為三大類： 

（一）期望-不確認模型（disconfirmation of expectations model）：

以此模型為理論架構的有以下六種理論： 

1.類化理論（assimilation theory） 

2.對比理論（contrast theory） 

3.類化—對比理論（assimilation-contrast theory） 

4.一般否定理論（generalized negativity theory） 

5.調適水準理論（adaptation-level theory） 

6.顧客期望理論（customer expectation theory） 

（二）利益觀點模型（perspective of interest model）：以利益觀

點為架構發展出的理論有以下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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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平理論（equity theory） 

2.歸因理論（attribution theory） 

（三）補償過程理論（redress process theory）  

除此之外，尚有一些相關理論，本研究綜合數位研究者（江文達，

2002；江盈如，1999；廖俊儒，2004）所彙整之相關理論如表2-3-2。 

表 2-3-2 顧客滿意度理論彙整表 

學者（年代）  理 論 名 稱  理 論 內 容  

Festinger (1957) 
認知失調理論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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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會改變一個人的

態度。  

Hovland, Harvey, 

and Sherif (1957) 

類化對比理論 

Assimilation-Contrast Theory 

期望與績效的不一致較小

時，消費者會類化其判斷。  

Thibaut and Kelley 

(1959) 

比較水準理論 

Comparison Level Theory 
建立判斷績效之比較水準。   

Carl and Aronson 

(1963) 

一般否定理論 

Generalized Negativity Theory 

顧客的預期與產品績效之間

有任何差距存在的話，顧客將

會對該產品予以一般地否定。 

Hslson (1964) 
調適水準理論 

Adaptation Level Theory 

以可適應的某種績效之水

準，來做為判斷績效的基準。 

Cardozo (1965) 
對比理論 

Contrast Theory 

失望的消費者其期望與獲得

之服務績效的差距會擴大。  

Huppertz, 

Anderson, and 

Evan（1978） 

公平理論 

Equity Theory 

顧客認知的公平程度多寡決

定滿意度的高低。所以顧客會

將自消費中所獲得的產出價

值與投入付出間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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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 顧客滿意度理論彙整表（續上頁） 

提出學者（年代） 理 論 名 稱  理 論 內 容  

LaTour and Peat  

(1979) 

心理一致理論 

Psychological Consistenc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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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our and Peat 

(1979) 

調適理論 

Adaptation Theory 

評價的產生是根據某些標準

來比較績效。  

LaTour and Peat 

(1979) 

滿意理論 

Satisfac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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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iver (1980) 
期望不一致理論 

Expectancy Disconfirmation Theory 

顧客對產品或服務之期望與

認知績效會造成滿意判斷。  

Folkes (1984) 
歸因理論 

Attribution Theory 

滿意對內部因素比對外部因

素具有高的評價。  

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 (1988) 

顧客期望理論 

Customer Expectation Theory 

滿意度的低、高則由消費後

實際認知與消費前期望兩者

間的差距大、小決定之。 

Oliver and 

Desarbo (1988) 

補償過程理論 

Redress Process Theory 

主要在研究當顧客感到不是

滿意時，是否會採取行動與

會採取何種行動來獲得補償

的過程，以及顧客滿意對購

後行為會有何影響。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由以上的理論可知，消費者形成滿意的過程十分複雜，而每個理

論皆有其合理論點，但卻又無法涵蓋全部意涵。然可窺見，滿意度與

期望之間有相當密切的關係。Fluker and Turner (2000) 認為期望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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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性是最直接影響到滿意度的（朱珮瑩，2003）。而由 Oliver 於

1980 年所提出期望不一致理論（expectancy disconfirmation theory）中

指出，顧客滿意與不一致期望的大小與方向有關，不一致與個人最初

期望有關。換言之，消費者在消費前會對產品（或服務）形成期望，

接著會將期望與知覺到的產品（或服務）實際表現進行比較，進而產

生三種可能的結果： 

1.當產品績效與期望相符時，即產生期望一致，感到滿意。 

2.當產品績效高於期望時，即產生正面不一致，有高的滿意度。 

3.當產品績效低於期望時，即產生負面不一致，導致不滿意。 

三三三三、、、、滿意度之衡量滿意度之衡量滿意度之衡量滿意度之衡量 

滿意度是指消費者所購買的有形商品與無形服務的滿意程度（徐

達光，2003）。但由於滿意度並非固定不變也不止受單一因素影響，

因此為了解滿意度程度的尺度，有以下幾種方式（方聖華，2002）： 

（一）簡單滿意尺度（simple satisfaction scale） 

從「完全滿意」、「非常滿意」到「很少滿意」、「沒有滿意」(not 

satisfied)等，分為三至七個尺度不等。其隱含的假設是：很少滿意發

生或沒有滿意發生即代表了不滿意。 

（二）混合尺度（mixed scale） 

從「非常滿意」、「滿意」、「普通」到「不滿意」、「非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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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等，分為三至七個尺度不等。其隱含的假設是：非常滿意和非

常不滿意是一個連續帶的兩端。 

（三）期望尺度（expectational scale） 

衡量產品的績效就是比較顧客的預期好與壞，其觀念是：若產品

的績效比顧客的預期要好，則感到滿意；反之，若產品的績效比顧客

預期的要差，則感到不滿意。 

（四）態度尺度（attitude scale） 

衡量顧客對產品的態度以及信仰，從「非常喜歡」、「喜歡」到「不

喜歡」、「非常不喜歡」等，分為三至七個尺度。其觀念是：當顧客愈

喜歡某一種產品，則代表其對此項產品的滿意度越高。 

（五）情感尺度（affect scale） 

衡量顧客對於產品的情感面反應，其觀念是：當顧客正面的情感

反應產生時，則代表著對產品的滿意；而當顧客對產品出現負面的情

感反應時，則象徵著不滿意。 

四四四四、、、、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滿意度是顧客對於產品或服務品質最直接的反應（方聖華，

2002）。而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希望瞭解木球運動參與者對木球協會

服務之滿意情形，以增進木球協會對於木球運動參與者之服務。因

此，選用期望不一致理論作為理論基礎，並採用大多數學者所運用之

混合尺度來衡量木球運動參與者對木球協會服務之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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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服務品質與服務品質與服務品質與服務品質與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滿意度之之之之相關文獻相關文獻相關文獻相關文獻    

本節乃綜整相關服務品質及滿意度之研究，並整體歸納其重要結

果，作為本研究之參考。 

一一一一、、、、服務品質與滿意度相關研究服務品質與滿意度相關研究服務品質與滿意度相關研究服務品質與滿意度相關研究 

梁志隆（2000）探討台北捷運系統之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因

素，其研究結果： 

（一）影響顧客滿意度的關鍵因素為知覺績效。 

（二）各捷運路線之顧客滿意度無明顯差異。 

（三）在服務品質之「便利性」、「有形性」、「保證性」、「可

靠性」、「反應性」等五項構面與顧客滿意達到顯著水準。 

章至昇（2000）進行台北地區高爾夫球場消費者行為之探討，研

究結果發現，在顧客滿意度分析部分： 

（一）男性在「時間性的掌控」構面高於女性。 

（二）不同年齡在「時間性的掌控」、「球場品質維護」及「周

遭附屬設施」構面是有顯著差異的。 

（三）不同球齡之球友在各構面沒有顯著差異存在。 

（四）不同學歷的球友在滿意度統計分析結果有顯著差異存在。 

劉學文（2002）針對國軍福利供應站之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進

行實證研究。其研究結果發現在服務品質總體滿意程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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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性在「實體性」及「保證性」構面部份顯著高於女性。 

（二）年齡 20 歲（含）以下之受訪者在「實體性」、「可靠性」、

「反應力」構面上顯著高於其他各年齡別；在「保證性」

構面顯著高於 31~40 歲者。 

（三）國中學歷的受訪者在「實體性」、「同理心」構面顯著高

於大學以上者；在「可靠性」構面顯著高於大學者；而在

「反應力」構面則顯著高於高中以上學歷者。 

（四）不同消費次數之受訪者，在各構面皆無顯著差異。 

王仲三（2003）以家電門市服務品質之顧客滿意度進行探討。其

研究結果發現： 

（一）服務品質構面有形性、信賴性、回應性、保証性、關懷性。 

（二）服務品質認知之程度方面： 

1.男、女性顧客皆感到滿意。 

2.不同年齡層之間在保證性構面上有顯著性差異。 

3.家管及自由業之顧客在信賴性構面顯著高於軍公教者。 

4.不同居住地之顧客在各構面上皆有顯著差異。 

王克儉（2003）以救國團為例，探討非營利組織之服務品質及滿

意度，其結果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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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品質構面中「有形性」、「可靠性」、「回應性」、

「確實性」、「同理心」之期望皆高於認知之服務水準，

且皆達顯著差異。 

（二）東部地區民眾滿意度顯著高於北部地區；已婚民眾顯著高

於單身，其餘皆無顯著差異。 

（三）民眾對救國團服務品質認知程度和滿意度有顯著相關。 

陳窗期（2003）針對商業行政機關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進行研

究，其結果發現： 

（一）服務品質各構面皆對整體服務品質的滿意度有顯著影響。 

（二）在服務認知部分： 

1.不同性別之民眾在各構面皆無顯著差異。 

2.年齡在 41 歲以上民眾，在知覺服務品質「服務程序性」

構面高於 31~40 歲者。 

3.高中或高職以下學歷之民眾在「確實完整性」構面顯著

高於大專學歷之者。 

（三）在服務品質整體滿意度部份：男性顧客顯著高於女性；年

齡及教育程度則無顯著差異。 

鄭博宇（2003）針對某咖啡連鎖店顧客對其服務品質管理與顧客

滿意度研究，其結果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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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服務品質整體滿意度部份： 

1.男性顧客顯著高於女性。 

2.年齡及教育程度則無顯著差異。 

3.不同「職業」之顧客有顯著差異存在。 

（二）「服務品質管理」與「顧客滿意度」有相關性存在。 

宋欣雅（2004）針對新北投區溫泉旅館之服務品質與遊客購後行

為進行研究，其結果發現：  

（一）男性遊客對「可靠與反應性」服務的評價顯著高於女性。 

（二）不同年齡層的遊客在下列構面的評價達顯著差異： 

1.有形性部分：20~29 歲者高於 19 歲以下、30~39 歲、40~49

歲及 60 歲以上者。 

2.保證性部分：19 歲以下者高於 30~39 歲及 60 歲以上者；

20~29歲者高於 60歲以上者；60歲以上高於 50~59歲者。 

（三）不同教育程度的遊客在下列構面的評價達顯著差異： 

1.「有形性」：大學（專）者高於國中以下及高中（職）；

研究所以上者高於國中以下、高中（職）及大學（專）

者。 

2.「形象與空間規劃」：國中以下、高中（職）及大學（專）

者高於研究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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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靠與反應性」：研究所以上者高於國中以下、高中

（職）及大學（專） 。 

（四）不同消費頻率遊客在下列構面的評價達顯著差異： 

1.「有形性」：兩週一次者高於很少來或第一次來者；偶

而者高於很少來或第一次來者。 

2.「形象與空間規劃」：偶而者高於很少來或第一次來者。 

3.「可靠與反應性」：偶而者高於每月一次者。 

（五）服務品質各構面評價與服務整體評價均呈現正相關，且達

顯著水準。其中以「可靠與反應性」構面與服務整體評價

的相關性最高。 

吳聰裕（2004）針對高雄市健康體適能俱樂部之會員進行服務品

質及整體滿意度之研究，其結果發現： 

（一）服務品質部分分為「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

「確實性」、「關懷性」。 

（二）不同性別、教育程度及使用頻率之會員對於服務品質各構

面皆無顯著差異。 

（三）不同年齡之會員在「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

「關懷性」部分皆有顯著差異，唯事後比較無法顯示。 

（四）21~25 歲之會員其整體滿意度方面顯著高於 36~40 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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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瑞英（2004）針對花蓮地區國際觀光旅館探討顧客導向、服務

品質、顧客價值與顧客滿意度之關聯性，其結果發現： 

（一）「服務品質」會影響「顧客滿意度」的認知程度。 

（二）旅館愈重視實體設備之服務品質，則旅客知覺之顧客滿意

度就愈提高，其中以「實體設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預測

力較高，其次分別為「服務信賴程度」與「體貼關懷程度」。 

（三）服務人員態度對顧客滿意度並無顯著的影響。 

蕭睿崢（2005）探討高爾夫球場之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其研

究結果發現： 

（一）服務品質構面分為「實質性服務」、「關懷性服務」、「保

證性服務」。 

（二）不同性別、教育程度對於各服務品質構面皆無顯著差異。 

（三）「關懷性的服務」部分： 

1.30 歲以下及 41~50 歲的消費者評價較 60 歲以上者要高。 

2.每月平均參與次數為 1~2 次的消費者評價較參與次數

3~4 次、5~6 次及 7 次以上者高。 

3.球齡 3~4 年之消費者評價較 5 年以上者高。 

（四）整體滿意度與服務品質各構面間顯示正相關。 

現將相關研究及其重要發現整理如表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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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服務品質及滿意度文獻一覽表 
研究者
(年代) 研究題目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梁志隆 

(2000) 

台北大眾捷運系統服務

品質與顧客滿意度之研

究 

捷運乘客

359 人 

1. 影響顧客滿意度的關鍵因素為

知覺績效。 

2. 在服務品質之五項構面與顧客

滿意達到顯著水準。 

章志昇 

(2000) 

台北地區高爾夫球場消

費者行為之研究 

台北地區高

爾夫球場球

友 421 人 

1. 在顧客滿意度部分，不同性別、

年齡及學歷有顯著差異。 

2. 不同球齡之球友，在各構面之顧

客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存在。 

劉學文 

(2002) 

國軍福利品供應站之服

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實

證研究—以台北市各福

利品供應站為例 

國軍官兵、

眷屬及榮民

（眷）409 人 

服務品質總體滿意程度： 

1. 不同性別、年齡、學歷皆有顯著

差異存在。 

2. 不同消費次數在各構面皆無顯

著差異。 

王仲三 

(2003) 

家電門市服務品質之顧

客滿意度研究 

家電門市顧

客 410 名 

服務品質認知之程度方面： 

1. 男、女性顧客皆感到滿意。 

2. 不同年齡層間有顯著差異情形。 

3. 不同職業間有顯著差異存在。 

4. 不同居住地之顧客在各構面上

皆有顯著差異。 

王克儉 

(2003) 

民眾對非營利組織的服

務品質及滿意度之探討

－以救國團為例 

曾參與救國

團課程活動

民眾 362 人 

1. 期望的服務品質水準大於認知

的服務品質水準。 

2. 救國團服務品質認知程度和滿

意度有顯著相關。 

3. 東部地區滿意度顯著高於北部

地區；已婚高於單身。 

陳窗期 

(2003) 

商業行政機關服務品

質、顧客滿意度與員工

認知之研究 

前往商管處

申辦營利事

業或公司登

記之1,184

人 

1. 服務品質各構面皆對整體服務

品質的滿意度有顯著影響。 

2. 服務認知部份，不同性別無顯著

差異；而不同年齡及學歷有。 

3. 服務品質整體滿意度部份，則與

服務認知之結果相反。 

鄭博宇

(2003) 

臺北市咖啡連鎖店服

務品質管理與顧客滿

意度之個案研究 

某咖啡連

鎖店顧客

187 人 

1. 在服務品質整體滿意度部份，

不同性別及職業有顯著差異；

而不同年齡及教育程度則無。 

2. 「服務品質管理」與「顧客滿

意度」有相關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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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服務品質及滿意度文獻一覽表（續上頁） 
研究者
(年代) 研究題目 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 

宋欣雅 

(2004) 

新北投地區溫泉旅館服

務品質與遊客購後行為

之研究 

新北投地區

遊客 410 人 

1. 在服務品質評價之「可靠與反應

性」部分，不同性別、教育程度

及消費頻率有顯著差異。 

2. 「有形性」部分，不同年齡、教

育程度及消費頻率有顯著差異。 

3. 「保證性」部分，不同年齡有顯

著差異。 

4. 「形象與空間規劃」，不同教育

程度及消費頻率有顯著差異。 

5. 服務品質各構面評價對服務整

體評價有顯著影響。 

吳聰裕 

(2004) 

高雄市健康體適能俱樂

部服務品質與會員整體

滿意度之研究 

高雄市體適

能俱樂部會

員 374 人 

1. 在服務品質各構面，不同性別、

教育程度及使用頻率皆無顯著

差異。 

2. 不同年齡之會員在「有形性」、

「可靠性」、「反應性」、「關

懷性」部分皆有顯著差異，惟事

後比較無法顯示。 

3. 整體滿意度方面，不同年齡有顯

著差異。 

洪瑞英 

(2004) 

顧客導向、服務品質、

顧客價值與顧客滿意度

之關聯性研究－以花蓮

地區國際觀光旅.為例 

花蓮地區國

際觀光旅館 

旅客 354 人 

1. 「服務品質」會影響「顧客滿意

度」的認知程度。 

2. 旅館愈重視實體設備之服務品

質，則旅客知覺之顧客滿意度就

愈提高。 

3. 服務人員態度對顧客滿意度並

無顯著的影響。 

蕭睿崢 

(2005) 

高爾夫球場服務品質與

顧客滿意度之研究-以

林口球場為例 

林口高爾夫

俱樂部球友

408 人 

1. 服務品質構面分為「實質性」、

「關懷性」、「保證性」。 

2. 各服務品質構面部分，不同性別

及教育程度皆無顯著差異。 

3. 在「關懷性」部分，不同年齡、

參與次數及球齡有顯著差異。 

4. 整體滿意度與服務品質各構面

間顯示正相關。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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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木球相關研究文獻木球相關研究文獻木球相關研究文獻木球相關研究文獻 

蔡爾司（2001）針對臺灣地區大學生進行木球課程滿意度進行研

究，其結果發現： 

（一）不同「地區」、「性別」、「年級」、「不同相關經驗」

之學生，對於木球課教師教學滿意度皆有差異。 

王宏維（2002）針對中學木球運動代表隊員之參與滿意度進行研

究探討，其結果發現： 

（一）參賽滿意度及整體參賽滿意度之結果皆為，不同「學齡」、

「球齡」之代表隊員有顯著差異；而不同「性別」及「參

賽經驗」則無顯著差異。 

翁啟祥、黃俊清（2005）針對日本福島球場之使用者滿意度進行

探討，其結果發現： 

（一）不同「性別」、「職業」、「教育程度」、「月平均收入」

之球場使用者，其滿意度並無顯著差異。 

（二）不同「年齡」、「婚姻狀況」、「球齡」之球場使用者，

其滿意度有顯著差異存在。 

翁啟祥（2005） 針對亞洲地區競賽性木球場使用者滿意度進行

探討，其結果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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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性別」、「年齡」、「職業」、「教育程度」、「球

齡」、「月平均收入」之球場使用者，其滿意度並無顯著

差異。 

倪玉珊（印刷中）針對全國青年盃之參賽選手滿意度進行研究，

其結果發現： 

（一）所有選手針對本次賽會之滿意度皆偏向滿意之程度。 

（二）滿意度分為「服務」、「行政」、「競賽」、「裁判」等

四個構面。不同性別及球齡對各構面皆無顯著差異；而不

同年齡、職業在四個構面皆達顯著差異。 

（三）在「服務」部分，不同月收入有顯著差異。 

 

由上述可知，木球運動相關的文獻中，有關於大專木球課程滿意

度、中學木球運動代表隊參與滿意度、木球球場使用滿意度、木球賽

會滿意度等方面。而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球齡、參賽

等級及參與次數之選手或學生，其滿意度皆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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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本章總結本章總結本章總結本章總結 

綜合本章之相關文獻探討，獲得以下發現： 

一一一一、、、、木球運動之發展木球運動之發展木球運動之發展木球運動之發展 

木球運動推展至今，經由創辦人翁明輝先生及相關人士的努力，

讓此項運動已逐漸風行於全球，並且在學術與技術上皆有不錯的表

現。這是國人的成就與驕傲，也是我國運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二二二二、、、、服務品質相關理論服務品質相關理論服務品質相關理論服務品質相關理論 

服務品質是顧客評定服務單位的一個標準，服務品質的好壞代表

該單位所提供之服務是否符合顧客需求的程度，而服務品質量表是目

前具良好的信、效度，且被證實可廣泛運用的一個量表。因此，本研

究可依據木球協會提供之服務事項及特性，增刪修改該量表之問題，

訂出一份符合木球協會之服務品質評量表。 

三三三三、、、、滿意度相關理論滿意度相關理論滿意度相關理論滿意度相關理論 

期望不一致理論為消費者在消費前會對產品(或服務)形成期

望，接著會將期望與知覺到的產品(或服務)實際表現進行比較。而本

研究主要目的，是希望瞭解木球運動參與者對木球協會服務之滿意情

形，以增進木球協會對於木球運動參與者之服務。因此，選用其作為

理論基礎最為適合。並採用大多數學者運用之混合尺度來衡量，藉以

清楚瞭解木球運動參與者對木球協會服務之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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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服務品質與滿意度相關文獻服務品質與滿意度相關文獻服務品質與滿意度相關文獻服務品質與滿意度相關文獻 

由相關研究結果得知，服務品質與滿意度有相關性（王克儉，

2003；宋欣雅，2004；洪瑞英，2004；梁志隆，2000；陳窗期，2003；

鄭博宇，2003；蕭睿崢，2005）。而不同性別、年齡、職業、教育程

度、消費次數之顧客，對於服務品質之期望、認知及滿意度之程度皆

有所差異。 

木球運動相關研究中與滿意度相關之文獻指出，不同性別、年

齡、教育程度、職業、球齡、參賽等級及次數之選手或學生，其滿意

度皆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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