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設計 

為了探討消費者在遇到餐廳服務失誤時，其人格特質與沒對業者抱怨的原

因及期望的鼓勵措施之間的關係，所以須規劃研究設計以達成此目的。本章分

別就研究架構、操作性定義、研究假設、抽樣設計、問卷設計與統計分析方法，

說明如何獲得研究的結果。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在探討消費者人格特質，在面對餐廳服務失誤時沒對業者抱怨的原

因及期望的鼓勵措施的相關性及差異性，發展出本研究架構，如圖 3-1： 

 
 
 
 
 
 
 
 
 
 
 
 
 
 
 
 
 

圖 3-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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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操作性定義 

一、餐廳服務失誤 

本研究以 Bitner 等人（l990）從消費者的觀點為出發點，將餐廳服務失誤

分為：服務傳遞系統失誤、顧客需求之失誤及員工行為之失誤三大類，由消費

者認定不滿意的服務行為。 

二、人格特質 

人格特質分類有很多種，本研究採 Costa 和 McCrae（1989）五大人格特質

因素（順心性、盡心性、外向性、情緒敏感性、經驗開放性）來分類，並以 Schmit

等人（2000）提出各因素典型特徵（順心性--信任、體貼、開放性、互依性、

同理心與思慮敏捷；盡心性--責任心、專注工作、盡忠職守與要求細節；外向

性--活力、適應力、競爭力、影響力、領導力、主動性、社交性、成就需求、

成長需求與風險承擔；情緒敏感性--樂觀、自信、整緒控制、負面情感與壓力

容忍力；經驗開放性--獨立、創造力、洞察力、人際分析與體性思考）來進行

分析。 

三、沒對業者抱怨 

本研究採以Day和Landon（1977）針對消費者抱怨行為，而採取的行動分

類模式，包含下面二種： 

（一）私人行動：抵制產品及告訴親朋好友不滿意經驗。 

（二）公開行動：向企業尋求補償、採取法律行動及向消費者組織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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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假設 

本研究根據研究架構，可分為三方面提出研究假設： 

一、餐廳服務失誤與消費者沒對業者抱怨的原因及期望的鼓勵措施方面 

消費者會因為在餐廳面對服務傳遞系統、顧客需求及員工行為三大類不同

失誤，再決定是否向業者抱怨，也會因為餐廳服務失誤的種類，來決定期望的

鼓勵措施。所以因而提出假設 1 及假設 2。 

假設 1：消費者在面對不同的餐廳服務失誤時其沒對業者抱怨的原因有顯著差

異。 

假設 2：消費者在面對不同的餐廳服務失誤時其期望的鼓勵措施有顯著差異。 

二、消費者人格特質與沒對業者抱怨的原因及期望的鼓勵措施方面 

影響消費者沒對業者抱怨的原因及期望的鼓勵措施雖然有很多因素，但是

消費者的人格特質是重要的影響因素，所以因而提出假設 3 及假設 4。 

假設 3：消費者的人格特質在面對餐廳服務失誤時其沒對業者抱怨的原因有顯

著相關。 

假設 4：消費者的人格特質在面對餐廳服務失誤時其期望的鼓勵措施有顯著相

關。 

三、 消費者沒對業者抱怨的原因及期望的鼓勵措施方面 

消費者會因為沒對業者抱怨原因的種類不同，而對鼓勵措施有不同的期

望，所以提出假設5。 

假設 5：沒對業者抱怨的原因與其期望的鼓勵措施有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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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抽樣設計 

本研究實施抽樣設計之前，先編製研究工具，它是以研究架構為基礎，並

藉由CIT問卷收集資訊，回收彙整後和參考文獻探討相關資料，轉換成預試問卷

施測，建立問卷的效度和信度，刪題後構成正式問卷，予以施測。至於抽樣對

象及方法如下： 

一、抽樣對象 

本研究以曾遇過餐廳服務失誤，年齡滿 18 歲（含）以上的消費者為抽樣對

象。 

二、抽樣方法 

本研究以便利抽樣方法選取樣本，委由同事、朋友及畢業學生代為發放問

卷，第一階段發放 CIT 問卷 106 份，第二階段發放預試問卷 120 份，第三階段

正式施測則發放 500 份問卷。 

第五節  問卷設計 

本研究問卷設計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問卷，是採取 CIT 開放式問卷，

此種方法是 1954 年由 Flanagan 學者所提出，其主要程序分為五個步驟：定義

活動目標、重要事件系統性的陳述、收集資料、分析資料及整理並作出結果。

此種方法可找出服務接觸時，讓顧客滿意或不滿意分類的研究方法，所以本研

究使用 CIT 的目的是為了瞭解消費者在面對餐廳服務失誤時不抱怨的原因；以

及消費者期望業者可以提供什麼鼓勵措施，讓消費者願意將不滿意情形向業者

抱怨。第二階段預試問卷，以 CIT 問卷結果所獲得的資訊及文獻探討相關資料，

將問卷題目轉換成封閉式問卷，以進行預試。第三階段正式問卷，以預試結果

進行信、效度分析，修正後定稿，構成正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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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CIT 問卷 

一、 CIT 問卷設計為五題： 

（一）請問您於最近三個月曾有令您不滿意的餐廳消費經驗嗎？ 

□ 沒有。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 

□ 有，請繼續作答。 

（二）請您描述最近三個月曾在餐廳遇到的不滿意消費經驗。 

（三）針對上述的服務失誤您的反應為何？ 

□ 向業者抱怨。  

□ 沒對業者抱怨，請說明您沒對業者抱怨的原因：________________ 

（四）下次您還會去這家餐廳用餐嗎？為什麼？ 

（五）您認為餐廳可以提供什麼鼓勵措施，讓消費者在面對餐廳服務失誤時，

會直接向餐廳反應？ 

二、CIT 問卷統計結果 

本研究於 94 年 3月發放問卷 106 份，回收 96 份，有效問卷 80 份，經陳建

中等教授指導協助分析，將其結果整理如下： 

（一）不滿意的消費經驗歸納出餐廳服務失誤的類型: 

服務傳遞系統失誤:餐飲份量不足或不新鮮、餐具瑕疵、等候時間長、

環境清潔衛生、空調不佳、未區分吸煙非吸煙區、缺貨等。 

顧客需求之失誤:限制用餐時間、座位安排、為滿足顧客個別需求等。 

 37



員工行為之失誤:員工服務態度不好、不專業、送錯菜、算帳錯誤等。 

（二）抱怨 48 份，不抱怨 32 份，其不抱怨的原因: 

不想掃興、已決定不會再來消費、有長輩或貴賓在場不方便、不知道找

誰投訴或店長不在、不想引起其他客人注意、認為會自取其辱、個人口

味問題、個人本身個性、避免麻煩、生意太好抱怨無用論、業者發現已

主動改善、顧客體諒業者的辛苦及與老闆太熟。 

（三）不會再去消費有 49 份，會再去的有 27 份，不一定有 4份。 

（四）業者的鼓勵措施會讓消費者願意向業者反應: 

主管(主廚)巡視並主動關心詢問、設立顧客意見箱、提供滿意度相關問

卷、設立投訴專線、歡迎網路留言、張貼以客為尊、顧客永遠是對的等

標語。 

第二階段預試問卷 

一、預試問卷內容 

以CIT問卷結果所獲得的資訊及文獻探討相關資料，將問卷題目轉換成封閉

式問卷，以進行預試，預試問卷，詳如附錄一。 

本研究之預試問卷共包括五個部分: 

（一） 餐廳服務失誤：以 Bitner 等人（l990）從消費者的觀點為出發點，了解

消費者所遇到的失誤類型，包含服務傳遞系統失誤、顧客需求之失誤及

員工行為之失誤三類。 

（二） 消費者沒對業者抱怨的原因：以 CIT 問卷結果及參考 Tax 和 Brown

（1998）、Goodman 和 Newman（2003）的研究，共列出 17 項原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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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想掃興、有長輩或貴賓在場不方便、已決定不會再來消費、不知道找

誰投訴及如何投訴、認為會自取其辱、認為是個人口味問題、認為是個

人本身個性、認為不值得抱怨、避免麻煩、不想引起其他客人注意、認

為業者生意太好抱怨無用、發現業者已主動改善、體諒業者的辛苦、與

老闆太熟、不相信業者會做處理、受先前的經驗影響及害怕被報復。讓

受訪者勾選，如仍有未涵蓋的部份，可勾選其他並說明原因。 

（三） 消費者期望的鼓勵措施：以 CIT 問卷結果及參考 Goodman 和 Newman、

Skapinker（2003）的研究，共列出 11 項原因，如主管(主廚)巡視並主動

關心詢問、設立顧客意見箱、提供歡迎抱怨表格、設立免付費投訴專線

及網路留言、張貼以客為尊，顧客永遠是對的等標語、提供免費食物、

給予折扣、贈送貴賓卡、提供餐卷、贈予禮物及在發票上印製鼓勵抱怨

專線。讓受訪者勾選，如仍有未涵蓋的部份，可勾選其他並說明。 

（四） 消費者人格特質：本研究是根據 Costa 和 McCrae（1989）五大人格特質

分類，並以 Schmit 等人（2000）所列出的人格特質構面所建立的量表來

施測，共計 60 題，其中有 9 題為反向題，並在分數反向轉換之後進行分

析，題目分配，如表 3-1 所示。 

（五） 受訪者之個人基本資料：包含消費者的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職業及

家庭平均月收入 5項基本背景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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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五大人格特質題號分配 

五大人格特質 題        號 

順心性 2、9、18、21、24、30、32、34、49、50、56、60 

盡心性 1、6、7、13、20、40、42、46 

外向性 
3、4、8、10、15、22、25、26、29、31、35、 
36、41、43、45、48、58、51、52、57 

情緒敏感性 5、12、17、27、33、37、39、53、55、59 

11、14、16、19、23、28、38、44、47、54 經驗開放性 

資料來源：Schmit, Kihm & Robie（2000：191-192）。 

註：3、17、19、27、35、38、45、54、59 為反向題  

 

二、問卷的計分方式 

本問卷第二、第三及第四部份皆採取李克特三點量表，依受試者勾選不同

意則給予 1 分，普通/沒意見給予 2 分，同意則給予 3 分，反向題計分則分別給

予 3、2、1 分，此部份分數可藉由 SPSS 統計軟體重新編碼（recode）換算得知。 

三、信度與效度分析 

本研究問卷之效度建立採取建構效度，所謂建構效度係指問卷能測得抽象

概念或特質的程度，常以 「因素分析」為評估的依據，本研究共同因素採Kaiser

（1974）的標準，以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1的因素作為層面，再以最大變

異法（varimax）進行共同因素正交轉軸處理。根據Kaiser的觀點，因素分析採

KMO（Kaiser-Meyer-Olkin）值能檢定取樣的適切性，值愈大表示變項間的共同

因素愈多，愈適合進行因素分析，值小於0.5時，較不宜進行因素分析。而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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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量表的可靠性及穩定性，通常以Cronbach’s α係數來檢定各因素層面題項間

的一致性，α值愈大表示內部一致性愈高。 

本研究於95年3月發放預試問卷120份，回收101份，經整理後有效問卷為

94份，主要分為兩部份，其中向業者抱怨41份，受訪者直接跳至第四部份消費

者人格特質作答，沒對業者抱怨53份，接著作答所遇到的餐廳服務失誤類型；

第二部份沒對業者抱怨的原因，此部分量表共列出16項原因，未涵蓋的部份可

勾選其它並說明原因；第三部份期望的鼓勵措施，也列出10項措施，未涵蓋的

部份一樣可勾選其它並說明措施；最後才作答第四部份消費者人格特質問卷。

首先針對沒對業者抱怨53份有效樣本的第二及第三部份量表做主成份因素分析

（principal factor analysis），以求得量表的建構效度，之後再進一步做信度考驗，

檢驗問卷的可靠性與穩定性。 

第二部份量表：沒對業者抱怨的原因 

因素分析結果得知第二部份量表KMO值為0.599，表示適合進行因素分

析，而且六個因素的總變異量為69.045%，但其中第六個因素只包含1個題項（題

項11.生意太好抱怨無用），層面所涵蓋的題項內容太少，所以將其刪除較為適

宜。第一次因素分析是探索性質，題項刪除後的因素結構也會改變，因而再進

行一次因素分析，以驗證量表的建構效度，第二次與第一次因素分析結果甚為

接近，刪題後此量表KMO值為0.610，五個因素累積的解釋變異量為65.823%，

是可以接受的。 

一個量表的信度愈高代表量表愈穩定，由信度考驗報表中發現五個因素的

信度分別為0.8214、0.7167、0.6753、0.7014、0.5468，相較之下第五個因素信

度較低，所以將第五個因素的2個題項予以刪除，因此得知此量表共刪除3題，

保留14題，刪題後總量表的Cronbach’s α係數為0.7745，再作一次因素分析，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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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因素累積變異量為63.735%，刪題後各因素負荷量、特徵值、變異量、累積變

異量及Cronbach’s α係數，詳如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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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沒業者抱怨原因之量表預試分析結果（N = 53） 

變項 因素負

荷量 

特徵值 變異量% 累積變

異量% 

Cronbach’s α
係數 

因素1  3.873 27.662 27.662 0.8214 

主動改善 0.833     

老闆太熟 0.792     

害怕報復 0.768     

不方便 0.764     

因素2  2.218 15.842 43.504 0.7167 

避免注意 0.769     

避免麻煩 0.765     

不值抱怨 0.703     

自取其辱 0.580     

因素3  1.554 11.099 54.603 0.6753 

不信處理 0.812     

經驗影響 0.732     

不想掃興 0.651     

體諒辛苦 0.449     

因素4  1.279 9.132 63.735 0.7014 

個人口味 0.849     

個人個性 0.840     

刪題後累積變異量為63.735% 

刪題後總量表的Cronbach’s α係數為0.7745 

KMO=0.628;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Chi-Square=252.918, df=91, 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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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量表：消費者期望的鼓勵措施 

因素分析結果得知此部份量表KMO值為0.694，表示適合進行因素分析，

四個因素累積變異量為69.019%，其關心詢問因素負荷量為0.370<0.4，所以刪

除此項。進行第二次因素分析，得知此量表KMO值為0.687，累積變異量為

74.053%，接著進行信度分析，由信度考驗報表中發現三個因素的信度分別為

0.9166、0.7885、0.4675，由於第三個因素信度較低，所以將第三個因素的2個

題項予以刪除，刪題後的總量表的Cronbach’s α係數為0.8289，信度非常好。因

此得知此量表共刪除3題，保留8題，再作一次因素分析，KMO值為0.785，二個

因素累積變異量為73.795%，各因素負荷量、變異量、累積變異量及Cronbach’s 

α係數，詳如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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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期望的鼓勵措施之量表預試分析結果（N = 53） 

變項 因素負

荷量 

特徵值 變異量% 累積變

異量% 

Cronbach’s α

係數 

因素1  3.887 48.589 48.5891 0.9166 

貴賓卡 0.929     

禮物 0.924     

給予折扣 0.900     

餐卷 0.828     

免費食物 0.736     

因素2  2.016 25.206 73.795 0.7885 

網路留言 0.864     

抱怨表格 0.846     

意見箱 0.804     

刪題後累積變異量為73.795% 

刪題後總量表的Cronbach’s α係數為0.8289 

KMO=0.785;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Chi-Square=256.844, df=28, 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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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第二、三部份量表完成信、效度分析之後，依據分析結果將保留題

項重新編排，完成正式問卷，詳如附錄二。 

 

第六節 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針對問卷回收調查資料，利用 SPSS 軟體進行相關的統計分析工作，

以下為所採用的統計方法： 

一、信度檢定 

本研究將以 Cronbach’s α 係數來衡量各變項內部一致性的信度。 

二、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利用次數分配、平均數和標準差檢定，來描述受訪者基本資料（消

費者的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職業及家庭平均月收入之大約金額）、沒對業

者抱怨的原因及消費者期望的鼓勵措施。 

三、因素分析 

本研究利用因素分析對消費者人格特質、沒對業者抱怨的原因及期望的鼓

勵措施，檢定因素結構的有效性。 

四、多變量變異數分析 

本研究利用單因子多變量變異數分析，來檢定不同服務失誤類型與沒對業

者抱怨的原因及期望的鼓勵措施上有無顯著差異，若有顯著差異，則以雪費

（Scheffé）事後檢定法來檢定兩兩類型之間的差異。 

五、相關分析 

本研究利用相關分析中的Pearson積差相關，檢驗消費者人格特質與沒對業

者抱怨的原因及期望的鼓勵措施之間的相關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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