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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管理、商業與資訊國際學術研討會》 
舉辦日期：107年 5月 19日（星期六） 

舉辦地點：中國科技大學台北校區 格致樓 演講廳 

主辦單位：中國科技大學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暨碩士班 

 
 

場次與時間 議          程 

13：00－13：30 報到與入場(格致樓101會議室) 

順序 時間 

場次一(格致樓

101) 

評論人：李堯賢教授 

主持人：潘東豫教授 

場次一(格致樓

102) 

評論人：李宏達教

授 

主持人：陳文進教

授 

場次三(格致樓

103) 

評論人：余惠芳教

授 

主持人：朱宗緯教

授 

場次四(格致樓

104) 

評論人：鄭貴元教

授 

主持人：蘇明達教

授 

1 13：30－13：45 發表人：黃智誠 發表人：王淑貞 發表人：王乃慶 發表人：謝秀玲 

2 13：45－14：00 發表人：李純如 發表人：魏宗志 發表人：石美驊 

發表人：邱德

銘、黃姿芸、張

庭瑜 

3 14：00－14：15 發表人：廖于瑄 發表人：丁煌裕 發表人：張靜滿 發表人：廖郁蕾 

4 14：15－14：30 

發表人：朱育萱 

（Chu, 

Yu-Hsuan） 

發表人：廖柏錩 發表人：廖麗淑 發表人：陳盈蒼 

5 14：30－14：45 發表人：曾子庭 發表人：張馨方 發表人：陳建良 發表人：余青曉 

6 14：45－15：00 發表人：詹育佳 發表人：王守一 發表人：鄭詩方 發表人：高君怡 

15：00~ 散會 

 



4  

《2018 管理、商業與資訊國際學術研討會》 

場次一 (格致 101) 

順序 時間 發表人/題目 

1 13：30－13：45 
報告人：黃智城 
【以模糊德爾菲法建構台灣花卉批發市場競爭力指標之研
究】 

2 13：45－14：00 
報告人：李純如 
【台灣自來水公司所屬區管理處經營績效之探討：採用資料
包絡分析法】 

3 14：00－14：15 
報告人：廖于瑄 
【Open Innovation and Platform Strategy】 

4 14：15－14：30 

報告人：朱育萱（Chu, Yu-Hsuan） 

【Potential Innovative Application Value of Electric 
Bicycle】 

5 14：30－14：45 
報告人：曾子庭 

【公司治理、企業社會責任與經營績效】 

6 14：45－15：00 
報告人：詹育佳 
【應用決策樹方法於芳療顧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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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管理、商業與資訊國際學術研討會》 

場次二 (格致 102) 

順序 時間 發表人/題目 

1 13：30－13：45 
報告人：王淑貞 
【以 Fuzzy_DEMATEL 探討影響新娘秘書公司經營成功關
鍵因素】 

2 13：45－14：00 
報告人：魏宗志 
【影響裝甲部隊進用女性人力可行性因素評估之研究】 

3 14：00－14：15 
報告人：丁煌裕 
【隱喻抽取技術萃取中高齡者退休再就業共識地圖之研
究】 

4 14：15－14：30 
報告人：廖柏錩 

【產品設計類型群眾募資專案之成功關鍵因素分析】 

5 14：30－14：45 

報告人：張馨方 

【體驗行銷、品牌知名度對顧客滿意度與顧客購買意願
之研究-以新竹地區 K品牌護具為例】 

6 14：45－15：00 
報告人：王守一 
【台灣連鎖通路 7P服務品質、知覺價值再購意願和再購
行為的比較研究─以統一超商、全家超商和全聯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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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管理、商業與資訊國際學術研討會》 

場次三 (格致 103) 

順序 時間 發表人/題目 

1 13：30－13：45 
報告人：王乃慶 
【金融從業人員工作倦怠、工作負荷與離職傾向
之關係探討】 

2 13：45－14：00 
報告人：石美驊 
【矯正機關作業基金營運關鍵因素之研究】 

3 14：00－14：15 
報告人：張靜滿 
【台灣系統家具產業經營策略之個案研究】 

4 14：15－14：30 

報告人：廖麗淑 

【台灣地區銀行的經營效率及財務績效之比較
研究】 

5 14：30－14：45 

報告人：陳建良 

【台灣有機農業發展與友善環境耕作之關鍵成
功因素研究】 

6 14：45－15：00 
報告人：鄭詩方 
【直購服務與消費者滿意度及再購意願關係之
研究-以美樂家公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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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四 (格致 104) 

順序 時間 發表人/題目 

1 13：30－13：45 
報告人：謝秀玲 
【以 Fuzzy DANP評估影響居家健康照顧公司經營關鍵
成功】 

2 13：45－14：00 
報告人：邱德銘、黃姿芸、張庭瑜 
【德行領導與組織承諾關係之探討】 

3 14：00－14：15 
報告人：廖郁蕾 
【以 Kano Model 提升特色手搖飲品產業之服務品
質】 

4 14：15－14：30 

報告人：陳盈蒼 

【網路客製化消費行為之研究-以 Corpo 訂製襯衫網
站為例】 

5 14：30－14：45 

報告人：余青曉 

【智能文字客服之服務創新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以
科技接受度為干擾變數】 

6 14：45－15：00 
報告人：高君怡 
【社會企業商業模式初探-綠色冀泉之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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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于瑄 

國立中興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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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aliao1106@gmail.com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companies use platform strategies to innovate and what 

platform strategies should companies adopt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Today many of 

successful companies utilized platform model to innovate, although some studies have 

shown the importance of innovation platform, there is a lack of studies investigating 

how to use different platform strategies to innovate.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address 

that gap by comparing several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s are significant mechanisms for facilitating and coordinating 

co-creation of innovation, managers need to need to understand the company's position 

in the current market in order to choose the right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 strategy and 

consider the challenges they might face. 

Keywords: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 Strategy, Co- 

creation 

 

1. Introduction 

 
Challenged with slow growth, commoditization and global competition, many 

managers view innovation as a critical element to businesses success, and it can be 

worthwhile investments (Sawhney, Wolcott, and Arroniz, 2006). Innovation is also a 

vital element of competitiveness (Dutta, Lanvin, and Wunsch-Vincent, 2015). In order 

to remain their competitive in the market, companies often put significant efforts to 

innovate their processes,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achieve revenue growth and to keep or 

increase profit margins (Amit and Zott, 2012). 

The research from the Center for Global Enterprise (CGE) has shown that 

platforms have become a vital economic force, with the total market value of global 

platform enterprises is $4.3 trillion (Evans and Gawer, 2016).Today many of 

successful companies utilized platform model to innovate such as Google, Amazon, 

mailto:veraliao110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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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Uber, Airbnb, eBay, etc. Platform have already changed our daily life and 

various walks of life (Parker, Van Alstyne & Choudary, 2016). Although some studies 

have shown the importance of innovation platform, For example, Evans and Gawer 

(2016) assume innovation platform helped companies have an outstanding ability to 

accelerate innovation. Moreover, most of the studies with a focus on how to select the 

best ideas on the platform (Sawhney, 2003), or attempt to find the best way to manage 

idea generation in online platforms (King and Lakhani, 2013). So far, there is a lack of 

studies investigating how to use different platform strategies to innovate. 

Thus,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to answer these two questions: first, how 

could companies use platform strategies to innovate? Second,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what platform strategies should companies adopt? The rest of this paper is organized 

as it follows: the literature review, Challenge, framework, and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s. 

 

2. Literature review 

 
2.1 Innovation 

A word innovation was similarly defined and proposed more lately by West and 

Anderson in 1996, and it was quoted in 2008 by Wong Tjosvold and Liu. (2009): 

“Innovation can be defined as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processes and products new 

to the organization and designed to benefit it and its stakeholders”. (Rowley, Jennifer E, 

2011) Innovation is known to help organizations create value and maint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it represents the central renewal process in any organization (Baregheh, 

Rowley, and Sambrook, 2009). 

Before we understand what is innovation, we need to distinc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 Invention is the creation of a product or process 

for the first time. Innovation is the first commercialization of the idea. Businesses 

needs to combine numerous diverse types of knowledge, capabilities, skills and 

resources in order to turn an invention into an innovation (Fagerberg, 2004). 

Innovation is recognized to solve customer problems (Sangeet Paul Choudary, 2014), 

businesses are increasingly seeking distinctive ideas for help with innovation, working 

with customers, research companies, businesses partners and colleges (Linder, 

Jarvenpaa, and Davenport, 2003), now the best ideas for new products and 



10  

services is no longer come from well-financed company and government laboratories, 

they comes from anywhere and anyone (King et al, 2013). 

2.2 Open Innovation 

The word "open innovation" was introduced in Henry Chesbrough 2003 book, 

which drew a new model for business innovation. Since then, the thought has been 

embraced by hundreds of academic papers and been included innovation practices as a 

part of a likewise large number of companies (Chesbrough, 2006). Over the past 

decade, open innovation has got lots of attention (Felin and Zenger., 2014), and 

organizations are increasingly considering adopting an open innovation process (King 

et al, 2013). Now open innov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topics in 

innovation management (Huizingh, 2011). 

Open innovation assumes that companies can and should not only adopt external 

ideas but also internal ideas, and internal and external paths to market, since they hope 

to improve their innovations (Henry Chesbrough, 2006). To increase their global 

competition, now companies have used a more ‘open’ method to innovate, they tend to 

exchange knowledge, resources, or capabilities with external partners (Ellis, Gianiodis 

and Secchi, 2014). A wide range of industries are now transforming closed into open 

innovation, for example,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e.g., Lucent, 3Com, IBM) copiers, 

biotechnology and even military weapons and communications systems (Chesbrough 

and Crowther, 2006). And take Proctor & Gamble’s (P&G) for examples, P&G 

approach to R&D is one of the most well-known of open innovation (Lee, Hwang and 

Choi, 2012), P&G innovation projects indicates that their open innovation projects 

have achieved a 70% higher net present value perform (Hosseini, Kees, Manderscheid, 

Röglinger, and Rosemann, 2017).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open innovation have become an growing part of the 

business models of numerous companies, business would have a chance to make 

better use of the results of investigation and development applied in its product 

portfolio by adopting open innovation (Lopes, Scavarda, Hofmeister, Thomé and 

Vaccaro, 2017). 

2.3 Platform 

The concept of platform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business ecosystem in 2004, in 

order to enhance their own performance, Wal-Mart and Microsoft had created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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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tool or technologies- the ecosystem partners could use to build up their own 

products based on that platform (Rong, Lin, Shi, and Yu, 2013; Iansiti and Levien, 

2004), which can create new products and services and can also have an influence on 

strategy, shape business model, and even change the whole industry (Basole and Karla, 

2011). The word “platform” are defined in different way. Simpson and Souza define 

platform as a collection of associated products that share the same components and/or 

subsystems. Ulrich and Eppinger define platform as a group of assets, involving 

component designs, shared by various products. (de Weck, Suh and Chang, 2004). In 

this paper, we defined platform as business models and the innovative choices that 

allow business models to be successful. 

Platforms come in different types, including transaction, innovation, integrated 

and investment platforms, and they’re extensively adopted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cf. 

Table 1), becoming a leading business model. Today most of successful platforms are 

digital, platforms are extremely good at efficient matching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the most successful companies in the world, for example, Facebook, Amazon, and 

Alibaba, facilitate hundreds of millions or even billions of interactions per day. 

Platforms can help companies foster efficient and productive interaction, speed and 

scale of innovation (Evans et al., 2016; Parker et al, 2016; Parker, and Van Alstyne, 

2017;). 

Table 1. Example Industry Platforms 

Industry Examples 

Education Coursera, Udemy, Skillshare 

Media Youtube, Wikipedia, Medium 

Game Wii, Xbox, Playstation 

Retail PChome, Taobao, Amazon 

Investment SoftBank, Naspers and Priceline 

Transportation Uber, BlaBlaCar, Waz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et LinkedIn, Facebook, Twitter, Snapchat 

Operating System Windows, Ios, Android 

Payment Systems Paypal, Google Checkout, Visa, Apple, 

2.4 Innovation Platform 

Innovation platform can be a technology, product or service which serves as a 

foundation, other companies can develop complementary technologies, products or 



12  

services base on this platform (Evans et al., 2016). In internet age, companies are 

recognizing the important of the internet as a platform to co-create value with 

customers (Sawhney, Verona and Prandelli, 2005) , it’s a way to interact, get business 

to start exploring new experiences and connections, and let the business grow steadily 

(Gouillart and Billings, 2013). 

In the past few years, many large companies have build their own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s, so they can attract external partners and benefit from 

cooperation with them. For instance, Starbucks uses social media like 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and My Starbucks Idea (its own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s) to 

attract consumers to submit ideas and interact with its customers and beyond. 

Through implementing an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 Starbucks can understand their 

market more by considering the way that users are replying to shared ideas and 

comments. Over these years, My Starbucks Idea had generated more than 150,000 

ideas and the company had implemented approximately 300 of those ideas (Hossain 

and Islam, 2015; Guiste, 2017). 

Ben Kaufman founded Quirky in 2009 with the goal of "making invention 

accessible" by building a platform for inventors to submit their product ideas. Inventors 

share their million-dollar ideas to Quirky, Quirky receive about 2,000 ideas per week, 

Quirky assess and improve the idea, possibly take it to market. Kaufman's team turned 

four community-generated inventions into product that are really getting sold in the 

first year. It made 20 in the second year, and made 40 in the third year. 

Now, it has turned the total of 79 inventions into product that are sold globally. 

(Shontell,2012; Marks and Hoyt, 2013; Hartmans, 2017). 

Proctor & Gamble’s (P&G) approach to R&D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cases of 

open innovation. To explore many more external ideas and actors, P&G shifted its 

R&D strategy from aiming at internal R&D toward “connect and develop”, it can 

involve suppliers, customers and external sources of innovative ideas into P&G’s 

innovation process. The “connect and develop” model is based on the idea that external 

sources of innovative ideas could frequently be more worthy than internal ones, or they 

can make the internal ideas better to create high value. It is assessed that P&G’s 

innovation success rate has more than doubled, this allowed the company to increase 

R&D productivity by nearly 60 %(Dodgson, Gann, and Salter, 2006; Grönlund, Sjödin 

and Frishammar, 2010; Lee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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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se examples, we can find out that the current trend is tend to be more 

openness and shifting strategy from business ownership to network-based shared 

ownership of the innovation platform. (Chanal and Caron-Fasan, 2010; Dufva, 2017). 

However, there are some challenges when implementing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 we 

identify three fundamental challenges for businesses in applying the concept of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 in next chapter. 

 

3. Challenges 

 
In order to implement innovation processes, business need to consider the costs 

of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 including practical challenges in resolv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 issues, not enough of trust on two sides of the fence and the 

operational costs included in building an open innovation capability (Chesbrough, 

2006). Since the model of innovation start to be more user oriented and cooperative, 

in order to benefit from this changing model, businesses have to adjust thei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management tactics and invent tools to manage openness 

(Lee, Nystén-Haarala and Huhtilainen, 2010).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s are intermediaries which have to manage both private 

interests and the anonymous cooperative work. To open business models to external 

communities for new product designs raises original problem, for example, how can 

external members of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be encouraged to contribute on 

innovation platforms? How can ideas be managed as a tactical asset when it’s 

outsourced and thus not fully controlled from within the company (Chanal et al, 2010; 

West and Gallagher, 2006)?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projects, open 

innovation is based on value co-creation with the third party and the end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work is unforeseeable earlier. The company, its customers, and its 

partners have to reconcile their goals, define the character and work needed from each 

party, and give a reasonable division of the returns. (Westerlund and Leminen, 2011) 

Open and closed innovation cultures are not the same and that open innovation 

needs a risk-taking culture, and it also need an ambidextrous mentality in order to 

combin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ources of innovation requires. Managers must drive 

cultural change, support new thinking and to deliver clear direction to access external 

innovation (Ollila, and Elmquis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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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onceptual framework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we first discuss the concept of open innovation 

and platforms as innovation intermediaries. We then combine these concepts to build a 

conceptual research framework in order to better elucidate the dynamics of co- 

creation of innovation process. Integrating these insights distilled from the literature 

on open innovation and innovation platforms, we construct a conceptual research 

framework, presented in Fig. 1, to unravel the role of platform in supporting co- 

creation of innovation processes on the innovation platform. The model put the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 at the center and is the space in which combine internal and 

external ideas together. Company gains the ideas from external of the company, 

including, suppliers, individuals, customers, competitors, academic or universities, 

and can also gain the ideas from the internal of company, including, employees and 

in-house R&D. In the first stage of innovation process,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 can 

help company generate ideas, and managers need to consider fewer ideas, then turn the 

community-generated inventions into product and bring products into market. 

 

 
Fig. 1. Conceptual research framework: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s supporting co- 

creation of innovation. 

 

5.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s 

 
Base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we try to answer the second question of this article,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what platform strategies should companies adopt? Managers 

need to choose the right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 strategy and consider the challenges 

they might face. For the companies that care more about CRM, they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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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only innovate products or services but also understand more their customer by 

using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 In addition to co-creation, their open innovation 

strategies should also focus on understanding and interacting with their customer on the 

platform. For the companies that have abilities to manufacture and sell but lack of 

creative ideas, they can build an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 to attract inventors share 

their million-dollar ideas and turned the community-generated inventions into product 

then bring them to the market. 

This paper has showed how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s are significant 

mechanisms for facilitating and coordinating co-creation of innovation. From our 

results, a main implication of this study for theory,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 can help 

companies gain valuable ideas from external, and different industries may have diverse 

types of users who may behave differently on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s, manager 

need to understand the company's position in the current market, and adopt suitable 

strategies. 

Since this has not been tested, future research should try to increase the data base 

to investigate in numerous case studies of open innovation platforms, which would then 

also make comparison of diverse data and for clearer generalization of our fin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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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教育學上有許多不同的教學方法，在商管領域方面課程，通常需要具備高度

創意的發想，才能引領學生在學習上產生成效。目前很多教學，大多使用課堂講授

一項。課堂講授雖然教師方便管理，但對學生教學成效似乎有待驗證。在商管領域

方面課程，通常需要具備高度創意的發想，才能引領學生在學習上產生成效。本研

究使用不同的教學方式：一、傳統的課堂講授；二、課堂上的情境教學，讓學生扮

演各種服務業從業員，發想如何對顧客做到最佳的服務；三、由學生實際至企業商

場中進行體驗學習。以這三種方式為基底，以研究出適於服務相關課程教學之單一

學期中教學方法組合比率。 

關鍵字：講授、情境演練、實際體驗 

一、前言 
在理論上，缺乏互動性的教學，學生學習成效必定比較具高互動教學方式差。

在商管領域方面課程，通常需要具備高度創意的發想，才能引領學生在學習上產生

成效。一般教師僅會於課堂上講授相關知識，最多再加上本身的經驗談，學生的社

會經驗與生活體驗若明顯不足時，教師在教授相關課程時往往很難獲得共鳴。 

服務是一門有趣的課程，它包含傳播理論、文化理論，甚至商品推廣時，還必

須注意到消費者的心理。在講授顧客服務此一觀念時，通常教師會講授各種學術名

詞、行銷觀念，並搭配個案分析。然而，上課其實就是一種行銷溝通。 

本研究使用不同的教學方式：一、傳統的課堂講授；二、課堂上的情境教學，

讓學生扮演各種服務業從業員，發想如何對顧客做到最佳的服務；三、由學生實際

至企業商場中進行體驗學習。以這三種方式為基底，研究出適於本校服務相關課程

教學之單一學期中教學方法組合比率。 

二、文獻分析及發現問題 
教育雖是培植人力的重要事業，教育發展至今產生了許多觀念和哲學：包含了

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要素主義（Essentialism）、永恆主義（Pernnialism）、

新托馬斯主義（Neo-Thomism）、實用主義（Pragmatism）……。等不勝枚舉。其中

實用主義的大家，美國學者約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認為：「教育就是

經驗的改造或重組，這種改造重組，不但能增加經驗的意義，而且能提高指導後來

經驗的進步力，教育必須從個人的實際生活的經驗出發。」他反對傳統學校的教師

講課、學生傾聽的講授方法，認為教學不是把東西交給學生，而是把東西交給學生

去做，此即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杜威認為：「經驗包含著行動或嘗試，

和所經受的結果之間的聯結，教學應從學生的經驗和活動中出發，使學生在遊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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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採用與兒童和青年在校外從事的活動類似的形式。尤其是在職業教育上，

更應重視實際的操作。」 

教學法（Methodology），是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為了完成教學任務，所選擇採

用的教學方法。目前，外國學校常用的教學方法有這幾種： 

1、發現式教學法（Discovery Learning）：此一學習法的學生，不是從教師的

口述教導中，學到新的概念或經驗。由於學生自己發現或體會出來的知識印象較

深，而且不容易忘記，所以有效。 

2、掌握式教學法：學生在原先已掌握一部分的知識之後，再進入下一段的學

習。此法要求學生真正掌握知識，所以要時常測試及矯正。 

3、接受式教學法：此法是把學習內容，直接呈現給學生，並要學生把學習材

料內化。這是目前一般常用的教學法。亦稱為講解式教學法（ Expository 

Teaching）：即注入式教學法，亦稱口述法（Chalk-and-talk）。這是透過教師的語

言系統，以口頭向學生教授學生應該知道的一切知識的方法，以講述、解釋、講讀、

講演的方式，是最方便的教學法。教師的口齒清晰、快慢有節，通俗易懂是很重要

的。其它如教學內容段落連貫、邏輯順序分明、口才生動活潑，以吸引學生注意和

學習興趣。此方法的教學成果，取決於教師之口語表達能力和學生聽取及理解教師

口述教材的能力而定。 

1.1 講授 
這即是「接受式教學法」，此法是把學習內容，直接呈現給學生，並要學生把

學習材料內化。這是目前一般常用的教學法。亦稱為講解式教學法（Expository 

Teaching）：即注入式教學法，亦稱口述法（Chalk-and-talk）。這是透過教師的語

言系統，以口頭向學生教授學生應該知道的一切知識的方法，以講述、解釋、講讀、

講演的方式，是最方便的教學法。 

1.2 情境演練 
情境演練 (situational exercise)是要求參與演練的人員在一定的時間之

內，作出處理行動，藉以瞭解演練人員的能力或培養能力的一種方法。情境演練是

將實際的工作情境化成問題，由演練人員實際操作，以評量或培養實作能力的一種

設計。情境演練重在「做的能力」，而非「知的能力」。 

1.3 實際體驗 
實際體驗是以企業服務為舞台、商品為道具，創造出令學習者難忘回憶之活

動；體驗是內在的，存於學習者心中，是學習者在形體、情緒及知識參與之所得(Pine 

and Gilmore, 1998)。Schmitt(1999)認為體驗是個體對某些刺激回應的個別事件，

涵蓋整體生活本質，通常是透過事件的直接觀察或參與而形成，其通常不是自發性

而是被誘發產生， 亦具相當之複雜性。 

在學理上，有五種策略體驗模組，皆在於為學習者創造不同的體驗形式，包括

感官(sense)、情感(feel)、思考(think)、行動(act)與關聯(relate)體驗等。 

三、研究步驟 
上述三種方法依序在同一學期辦理，一到六周以講授方式進行：單純講述 PZB

顧客服務模式及具有經驗性的分享內容，例如老師分享自己搭乘長途客運的經驗、

去逛大賣場的經驗等。七到十周情境演練：請學生分組，分別擔任量販店推銷員、

長途客運駕駛、3C連鎖商店店員、銀行行員。並由幾個學生假扮「奧客」，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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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活用 PZB的觀念，將服務有效提供到所有顧客身上，這些由學生假扮的「職業

顧客」所出的考題，被要求需頗具一定難度。十一到十五周進行實際觀察：讓學生

到實際真實世界親自參與體驗，並從做中學習到行銷學中對顧客滿意的相關知識，

而實際體驗的範圍將包含：量販店組、長途客運組 3C、連鎖商店組、及銀行金融

組。並在第十五周結束後提出報告。 

結案報告與評估工具：三種方法於同一學期試驗後，一、經由學生問卷進行教

學評估；二、在第六周、第十周、第十五周分別以考試加以鑑別，評估學生在這三

種方法下，記憶及理解課程內容之多寡。 

四、 研究結果 

4.1 課堂教授的階段 
課堂教授即是「接受式教學法」，傳統教學效率低，效期短，而且只是把過去

勉強適合於精英學生和具體或較低層次內容學習的教學，隨意拿來使用在幾乎所有

的學生和幾乎所有學科內容的教學上，在顯示出傳統教學不夠精微細緻和周密 (張

靜嚳，1996)。事實上，我們剛開始所教授的「行銷學」，便完全是這個模式。在上

課時，最擔心遇到幾種狀況的學生，而最讓一般老師洩氣的，便是有學生「睡覺」。

對於睡覺這件事，簡直是嚴重打擊老師的自信心。當然，有些講師會經由生動的口

語，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不過，經過我們好幾個學期的觀察，無論老師們講得口沫

橫飛、聲音鏗鏘有力，總有個關鍵係數比率的學生，會在課堂上打瞌睡。這不是學

生的錯，而是老師的錯：我們為沒有給學生更有趣而讓他們不想睡覺的課程感到羞

愧！ 

我們也發現，學生若是聽到具有「經驗性」的分享內容，通常較具有興趣：例

如老師分享自己搭乘長途客運的經驗、去逛大賣場的經驗等。若是單純講述什麼是

PZB顧客服務模式：什麼是有形性（Tangibles）、可靠性（Reliability）、反應性

（ Responsiveness）、勝任性（ Competence）、禮貌性（ Courtesy）、信用性

（Credibility）、安全性（Security）、接近性（Access）、溝通性（Communication）、

了解性（Understanding）等，學生通常會展現出不耐煩，嫌棄呱噪的神情。我們

便可以從他們的表情中，推估出學習成效：這些不是他們想要的。正如 Gabrielsen 

and Holtzer (1965) 認為：傳統教學低效率又非人性化，傷害又浪費，不划算。

它讓很多學生的身心飽受許多沒有必要的創傷與痛苦，並造成國家人力與資源的大

量浪費。 

4.2 情境模擬教學的階段 
傳統教學不符合國家社會未來的需要和利益。未來是高科技的資訊社會，每個

人都需要有更多更好的科學素養。而且需要高階思考能力的工作需求愈來愈多；需

要低階思考能力的工作正在快速減少或消失。目前傳統教學擅長的是教出低階能力

高成就和高階能力低成就的學生，已經不合未來人力市場的需求(張靜嚳，1996)。

目前已經知道有不少比傳統更好的方法，例如，媒體教學、合作學習「問題中心教

學」、「雙環教學模式」以及「情境教學」等優秀的教學策略與方法。有效的教學

情境可以借助各種直觀手段，創設與教學內容相一致、有利於豐富學生感知、啓迪

學生思維、激發學生創新、培養學生興趣的具體形象且富有情感性的教學環境和氛

圍。簡單地說，有效教學情境是學生積極主動參與學習的具體現實環境，它可以促

使學生積極主動地去想像、思考、探索，去解決問題 (韋志成,1996)。教學應從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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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事物開始。夸美紐斯(1990)指出，在可能的範圍以內，一切事物都應該儘量地放

到感官跟前；如果得不到實物，就用圖像、模型等直觀教具代替。他把直觀教學定

為教師的一條金科玉律，要求在一切教學中普遍地運用。 

在課堂上，我請學生分組，分別擔任量販店推銷員、長途客運駕駛、3C連鎖商

店店員、銀行行員。並由幾個學生假扮「奧客」，而服務人員必須活用PZB的觀念，

將服務有效提供到所有顧客身上，這些由學生假扮的「職業顧客」所出的考題，確

實頗具一定的難度。 

這是一堂充滿笑聲的課程，發現學生們擁有無窮的想像力與創造力，在過程

中，因為學生彼此認識，他們出起考題也絕對不會手軟：「職業顧客」展現了難纏

的功力，一再考驗「顧客永遠是對的」這句話的真實內涵。我們都知道，人都有情

緒，而要一個服務人員把內心的情緒和表徵的服務抽離，其實是一件相當困難的工

作，即使我們身為老師，也都不太可能辦到。我們也發現，扮演「職業顧客」的學

生，也並非完全是出於搗蛋的心態而在情境教學中成了史上最「牛」的顧客，真實

的社會中，當然也有這群顧客存在。怎麼安撫這些負責搗蛋的顧客，將危機轉換成

商機，是這個情境教學裡所能創造的最大成效。在此同時，也請各位先進與我們一

同想一想，當一家公司的從業員，遇到這樣的顧客，應該怎麼做？ 

表 1 情境教學之狀況演練 

服務員類別 發生狀況 

長途客運駕駛 在高速公路上，顧客要求到休息站上廁所 

3C量販店員 顧客要求將電腦贈送的周邊商品折現 

銀行櫃台 殘障人士怒責殘障專用停車位被一般人

士佔用 

量販店退貨區  服務員 退回開封或用過的商品(如紙杯、土司) 

 

情境教學中，扮演「服務員」學生的反應：長途客運駕駛把車子開往國道路間，

並到車後放置三角錐，請車上乘客聯絡國道警察，然後打算為顧客作心肺復甦…。

「職業顧客」因為擔心會出現噁心且讓人噴飯的急救畫面，死者因此復活了。或許

過程有些好笑，但是我們認為這位「駕駛先生」表現的相當鎮定，而他所做的正是

一個正確的程序。但是，不要忘記，沒有人告訴他本來應該要這麼做：出於一種人

類本能上的反應，而服務的核心，的確就是「人」這個主體。 

此外，銀行櫃台的模擬也頗為不俗：櫃檯小姐幫那個要定存的老太太寫了兩張

定存申請單，建議阿婆一張定存申請單帶回家，若下次還有同樣的狀況，先把一些

必填的欄位轉繕到空白申請單上。詢問之後發現，原來扮演櫃檯小姐的這位同學，

她的阿嬤就是這樣在家裡抄寫存款申請單的，他們把自身的經驗加以結合後，展現

在學習的過程之中。我們也認為，這是學生經由情境教學，所能激盪出的成果。藉

由這樣的模擬：學生可以充分思考服務的提供方式，以及與顧客應對進退的重要關

鍵。 

4.3 實際體驗教學的階段 
夸美紐斯(1990)指出，一切知識都是從感官開始的, 在可能的範圍內，一切事

務應儘量地放到感官的跟前。一切看得見的東西應儘量地放到視官的跟前。揭示了

教學中必須充分利用學生的多種感官和已有經驗，通過各種形式的感知，豐富學生

的直接經驗和感性認識，有助於感性知識的形成，有利於抽象知識的具體化。體驗

學習可以存在於一般的日常生活體驗當中，也可以經由有安排的活動讓參與者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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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學習 (Gabrielsen & Holtzer, 1965)。我們在課程第三階段設計實際體驗

教學及實際執行。就如Dewey (1983)所提：思想體驗教育活動應結合輔導與遊戲的

課程，使參與者在活動經驗中學習、提昇挫折容忍度、面對問題挑戰的能力、學習

人際溝通技巧、瞭解團體互助的重要性、信任與支持， 這階段意義亦如是。 

4.3.1 課前準備 

我們讓學生親自參與體驗，並從做中學習到行銷學中對「顧客滿意」的相關知

識，而本次實際體驗的範圍包含：（量販店組）家樂福、大潤發、愛買吉安、台糖；

（長途客運組）統聯、和欣、國光、哈羅哈；（3C連鎖商店組）燦坤、全國電子、

順發；（銀行金融組）中國信託、萬泰銀行、台新銀行、大眾銀行、匯豐銀行、國

泰世華商業銀行、花旗銀行、玉山銀行、聯邦銀行、華南銀行、兆豐國際商銀、慶

豐銀行、遠東國際商銀行、彰化銀行、第一商業銀行、台北富邦銀行、台灣銀行、

台灣土地銀行、合作金庫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高雄銀行、渣打銀行、台中商

業銀行、京城商業銀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中小企銀等。 

4.3.2 規劃 

讓學生到大賣場去實際購買商品，並進行退貨、商品諮詢等行為；讓學生搭乘

長途客運，並體驗各公司的硬體與軟體服務；讓學生至連鎖 3C 商店，直接與店員

進行商品諮詢，以便感受各公司服務的差異性；最後，要求學生至金融銀行開戶、

存款、提款，以及結清帳戶，藉以發現各公司服務上的不同。 

3.學生體驗中觀察發現： 

A. 大潤發表現較為出色，無論價格便宜程度、商品多樣性、動

線與貨架規畫都讓人一目瞭然；家樂福與大潤發相比價格，

略為遜色，但是家樂福也有其它優勢（在我們其它評鑑計畫

中，家樂福則在別的指標領先大潤發），只可惜價格上並未

顧及消費者立場；至於愛買吉安與台糖則表現平庸。各賣場

的尋貨便利性皆有改善空間，如能適時搭配促銷人員在賣場

四周，不但能彌補顧客找不到貨物的困擾，更能推介顧客商

品，增加銷售額度。他們也發現大賣場透過各種「促銷手

法」，錯開檔期的形式，讓消費者誤入促銷陷阱中。 

B. 統聯、和欣、國光台南站的售票員標樣本準差非常相似，差

距不到一秒，但是阿羅哈嘉義站之售票員售票速度較其它業

者短少約一秒，且標準差較大。然而，一秒鐘的差距對顧客

來說並不會引起不滿，只是櫃前若大排長龍，每個顧客多一

秒，六十個顧客之後就要多等一分鐘了。 

C. 四家長途客運業者幾乎同時在同一個時段進入觀察路段，但

是速率仍有不同，依據學生觀察，國光客運司機超車積極，

因此整體速率提高。其它三家業者則盡相同，然而在車多之

時，積極超車也不是一個會讓顧客安心的作法 

D. 「班次」是長途客運的一個重點，統聯客運明顯車輛調度有

問題，一個好的企業不應該讓顧客「等待」，這是統聯客運

應該思考的課題。 

E. 「白吐司」在愛買吉安購買，所能獲得之平均公克數較多，

家樂福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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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台糖的紙杯最耐用、愛買吉安居次、大潤發與家樂福居末。 

G. 在消防設備這個項目上，各賣場接符合我國消防法規，而消

防栓、滅火器也介於伯仲。 

H, 結帳秒數則是家樂福表現最差，約是其它廠商的兩倍至三倍，表示「反應

性」要加強。 

I. 各賣場現階段可接受退貨的條件，已滿足顧客利益，其

中吐司被吃掉一片、杯子被用掉五個、內褲被拆開但無

法辨識有沒有使用的狀況下，都可接受顧客退貨，唯家

樂福、愛買吉安退貨程序需要花到三到四分鐘左右，似

乎還有改善的空間。 

J. 私人資金所成立的銀行優勢在溝通性（與顧客的溝通過

程）、勝任力（業務的廣泛與顧客需求滿足）、禮貌度

（服務員的禮貌與態度）、反應性（業務處理速度）、

有形性（銀行提供的有形設備與設施）；公營銀行則在

接近性（分行據點離顧客的遠近）、信用度（服務與產

品可靠程度）、可靠度（顧客財損失風險機率）、安全

性（個人資料保護程度）取得領先。 

K. 卻沒有一家銀行能夠在所有構面中都獲得高分：民營銀

行可能倒閉的風險、據點過少、個人資料外洩的風險都

讓消費者顧慮；公銀營行雖然已朝改革的路前進，但仍

是「禮貌」度遜於民營銀行; 另外，也發現「服務缺乏

熱誠」、「和顧客溝通不良」、「反應過慢」，這些都

是老銀行，特別是公營銀行應該改善的服務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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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實際體驗教學時，家長與學生之反應 

就在教學開始的這個學期，向學生傳達過教學方式後，某一天早上，我們接到

家長抱怨的電話，內容是學生向家長抱怨，老師要求他們到銀行開戶，他們還有助

學貸款，若是去開戶可能會造成「信用」上的問題。當然，這些都是對資訊不了解

所造成的恐慌，我們都知道雖然申請開立帳戶、辦理分期付款、信用卡、房屋貸款

等接會影響個人徵信，但是若是開立一般帳戶，在金融實務上，各家銀行並不會向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Joint Credit Information Center）」調閱個人徵

信資料，除非銀行本身認定個人身分有問題，才會不予開戶；而正常開戶後結清之

帳戶，並不會造成信用上的不良。 

我們後續不斷溝通後，勉為同意會擔心的學生負責資料整理，並與同學一同前

往開戶銀行，在旁觀察而不自己開戶。但是，問題又來了，我們的學生戶籍並非都

在學校附近，許多銀行都希望開戶者到戶籍地去開戶，這在無形中也造成了銀行體

驗教學上的困擾：我們決定採取虛擬策略，也就是無法開戶的同學，就到銀行去進

行觀察，看別人如何開戶，並將當日的觀察情形完整記錄。 

4.3.4 實際體驗教學時，其它技術問題存在於其它行業 

教學開始前，我們都先發文給四家量販店，因為我們的學生會在過程中於賣場

逗留較久，對量販店業者先行知會，是避免雙方不必要的誤會，但我們也在公文中

提醒，這是一場體驗教學，我們是以顧客的觀點出發，因此不希望業者在教學過程

中知道我們訪問的時間、過程或和他們從業人員懇談過程，這也是為了避免教學過

程的失真。在體驗教學之前，我們的辦公室忽然接到一家廠商電話，跟我們再確認

我們訪問的用意，而這家廠商還是一家知名的量販店。經過討論後，對方斷然拒絕

這樣的課程設計。這是一個令人笑耳的拒絕：廠商怎能拒絕「顧客」呢？但是，從

這個地方，我們也發現，這些資訊較封閉的廠商，果然在我們學生體驗的過程中，

發現他們表現與其它業者比較之下並不突出。 

4.3.5 有趣的實際體驗的過程 

我們提出幾個有趣的例子，供大家分享：什麼叫做「企業形象」，通常這在課

堂上很難解釋，但是經由實際的觀察體驗，學生發現了一些有趣的論點，以下面這

個例子來說明(如表 2)。 

表 2 銀行從業員的無關服務之動作 

受體驗的銀行 服務員類別 說明 

T銀行 保全員 抽菸 

H銀行 保全員 用手機 

G銀行 保全員 吃飯 

TH銀行 保全員 抽菸 

S銀行 臨櫃服務人員 打電話外訂飲料 

C銀行 服務台諮詢人員 用公司電話聊私事 

從這張自學生報告中節錄的表格可以發現，他們發現部分的銀行第一線從業人

員竟然做無關顧客服務的動作，這些細微的動作，會影響他們對銀行的觀點。櫃台

人員誇張到在上班時間，當著客人的面前，訂購外頭的冷飲，確實在行為上會有不

妥。在教學之後，我們借力進行：要求學生對這些行為加以思考，如果他們是第一

線的服務人員，如何展現他們的專業與自信。我們發現，學生們比上一個學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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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更多的自身的想法，也體會到課本理論和實務界操作上可能產生的不符合之

處，他們也對真實的世界有所了解。 

 

伍、結論 
我們都知道，課本裡的知識，和真實的世界是有差距的。課堂講授固然方便，

然而它所捲動價值，卻不如情境教學與實際體驗來得豐富。情境教學反對學校刻意

安排的學習環境，一個有意義的知識必須從真實性的工作、自然的生活環境中學

得。知識習得既在真實脈絡環境中發生，學習評量也要在真實情境中施行才具有教

育意義。學生在學習過程與其他人共同探究情境中的線索，分享彼此的專長及觀

點。教學的本質特徵不在於訓練、強化已形成的內部心理機能，而在於激發、形成

目前還不存在的心理機能，讓學生主動參與、自主思維。因此，我們的作法是，在

課程中，利用6：3：1的比率（課堂講授、情境模擬教學、實際體驗）為學生進行

課程的安排。教室內的情境模擬是比實際體驗風險小，問題也比較少，但是情境教

學卻可能無法看見許多真實的狀況。這次暫時取用這樣的比率，也是希望透過後續

幾個學習週期的持續驗證，來確認一個符合現代行銷學教育的具體思維，也希望在

幾個學期後，筆者還有新的發現能提供教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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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活中，出國旅遊及前往外地工作的人數也逐年增加。行李箱也是大家外出旅

遊以及出差洽公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因此我們就思考設計一個智慧型行李箱。 

我們是以自動跟隨為核心，期望滿足常常出外辦事、旅行的朋友們都會有的困

擾，像是人們拖著行李箱，手上又要帶著隨身物品經過一長串的登機長廊或是拉著

行李箱東奔西跑辦理手續時的勞累。自動行走的行李箱，可以減少人們旅行中的不

方便，讓人們在旅途中可以更輕鬆自在。 

 

關鍵詞：行李箱、自動跟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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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緒論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這個資訊發達的時代，手機早已成為你我生活的必需品，在這樣的生活環

境下，我們認為手機可以有更多功能的去輔助我們的生活。 

  總有許多人說機場即是一國的門面，想當然也是國內外人士出入境的重要出

口，在此情況之下，總是有著大包小包的行李，還需要用手機聯絡各種事情，當如

果我們的行李都變得聰明了，就會有更多的空間去處理事情。 

  現在的生活用品都是智慧化，在這個手機泛濫是時代裡人們總是手機不離身，

因此我們發想了自動跟隨的行李箱。可以利用手機與行李箱連接，讓行李箱跟著自

己走，也讓生活更加便利。 

1.2 研究構想 

  我們希望行李箱可以變得聰明、方便，因此我們訂定了一些要點。行動跟隨

及自動行走是最主要的兩項功能，行李藉由動力自動行走，即可省去用手拖拉行李

的情況，對於旅客即是多出了一隻手可以準備出入境應該做的手續，也增加便利性。 

  行動跟隨，在行李箱可以自動行走後，行李箱該往哪裡走，根據使用者的位置

做到跟隨著使用著移動，我們運用藍芽發射、接收訊息，以達成判別方向及距離做

到跟隨的效果。 

1.3 相關研究問題 

在目前的研究進度中我們發現了以下的問題： 

1.藍芽連接至 app 撰寫程式 

2.Arduino 撰寫減速馬達指令  

3.右邊反向馬達轉速不足 

4.Beacon 讀取 rssi 值 

5.rssi 值的訊號強度如何比擬成距離 

6. Beacon 模組讀取程式 

7. Beacon 數值運算程式 

1.4 研究方法 

1.4.1 操控系統 

利用使用 Arduino 控制板連結馬達供電行走 

1.4.2 行動跟隨 

運用 Beacon 模組判斷距離方向以達到跟隨效果 

1.4.3 警示系統 

當行李箱距離過遠以手機訊息通知。 

 

二、系統架構 
將行李箱電源開啟後，使用 Android 系統連結藍芽，切換至自動跟隨的模式。

當切換模式後，手機會接收到 Beacon 的數值並利用 Android 系統運算距離判斷方

向。使用者就可以透過 Android 系統讓行李箱藉由手機運算出的數值行動，以達到

跟隨的效果。當行李箱與使用者相距太遠，系統會透過伺服器的警示系統傳送訊息

至手機通知使用者發生狀況。利用內建的鏡頭在定期拍照傳送至 Android 系統中，

以達到紀錄的功能。系統運作架構圖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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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系統架構圖 

3.1 行動跟隨 

使用 Arduino 控制板連結 L298 電機驅動模組與反向馬達，接著使用 Beacon 模

組搭配 Android 手機運算，使用藍芽傳輸，Beacon 傳送位置訊號，APP 演算距離，  

HC05 藍芽模組傳輸距離給 Arduino 控制板，行李箱便會開始移動。 

3.2 警示系統 

根據 Android 手機運算判斷距離方向，當距離到達一定的程度手機提出訊息通

知，藉由 Android 手機讀取到 Beacon 的數值判斷行李箱目前的位置，若距離太遠

或太近發出警示訊號，提醒使用者目前行李箱的狀況。 

 
圖 2 警示系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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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操控系統 

對於自動行走的行李箱，我們為了保留行李箱的原始功能，將除了自動化以外

增加了切換的功能，將手機連接至控制的行李箱，就可以讓使用者隨意變更行李箱

的狀態。藉由 Android 手機 APP 開始結束連接藍芽、切換自動跟隨、遙控或是手

動操作。 

 

 
圖 3 操控系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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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探討 

2.1Android studio 
Android Studio 是一個為 Android 平台開發程式的整合式開發環境。是 Google 

的一款針對 Android 開發者的 IDE 環境，支援 Windows、Mac、Linux 等作業系

統，基於 Java 語言整合式開發環境 IntelliJ 之上搭建而成。 

2.2Arduino Uno 控制板 

  Arduino，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的單晶片微控制器，建構於簡易輸出/輸入

（simple I/O）介面板，並且具有使用類似 Java、C 語言的 Processing/Wiring 開發環

境[1]。 

Arduino 包含了硬體與軟體兩大部分，硬體部分是一個約手掌大小的控制板 (

寬 70mm X 高 54mm)，核心使用八位元 ATMEGA8 系列的的微控制器，提供 14 

個數位式輸出/入端，6 個類比式輸出/入端，支援 USB 資料傳輸，可以使 用自備

電源(5V~9V)或是直接使用 USB 電源，使用者可以在數位式輸出/入端 上接上不

同的電子裝置，例如 LED 燈、喇叭、馬達，然後再由控制器來驅動 燈的亮滅、

喇叭發聲、馬達運轉[2]。 

2.3 HC-05 藍芽模組 

HC-05和HC-06的硬體相同，都採用英國劍橋的CSR (Cambridge Silicon Radio) 

公司的 BC417143 晶片，支援藍牙 2.1+EDR 規範，只是晶片內部的韌體不同。 

基本的藍牙序列通訊模組沒有引出接腳，而是在印刷電路板的四周留下郵票般

的齒孔，方便焊接。附帶底板的模組則不用另外焊接。底板附帶直流電壓轉換 IC，

方便連接 3.6V~6V 的電源。 

「命令回應模式」接腳（通常標示成“KEY”或“EN”），用於啟動 AT 命令模式，

調整藍牙模組的設定（例如，調整序列埠的傳輸速率、修改模組的名稱、修改配對

密碼…等等）[4]。 

2.4 Beacon 模組  
任何採用低功耗藍牙（BLE 或藍牙 4.0）的微定位訊號發射器皆能稱之為

Beacon。Beacon 與 iBeacon 的差別僅在於廣播訊號頻率的差別。Beacon 比 GPS 有

更精準的微定位功能。 

以往 GPS 只能大概得知使用者所在，Beacon 則可將定位範圍精準到 2～100

公尺內，明確辨識任何進入信號傳輸範圍內的手機。與其他無線通訊技術相比，

Wi-Fi 雖然也能做到定位，但精準度低於 Beacon[7]。 

2.5 L298 電機驅動模組  
用來驅動兩個直流馬達或是一個步進馬達，控制訊號可以用 Arduino 或是其

它微控制器輸入。板子上帶有一個 5V 穩壓器，使用者可以選擇要不要打開 5V 輸

出介面，以提供 5V 電源給 Arduino 或其它微控制器[8]。 

2.6 HC-SR04 超音波感測器 

超音波感測器（老外好像把它叫作 PING))) sensor）是由超音波發射器、接收

器和控制電路所組成。當它被觸發的時候，會發射一連串 40 kHz 的聲波並且從離

它最近的物體接收回音。超音波是人類耳朵無法聽見的聲音，因為它的頻率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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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我們利用 beacon 模組低功耗藍芽特色，達到我們所要的登機箱的跟隨，藉由

蜂鳴器以及設計警示系統的互相搭配，提醒使用者登機箱是否有異狀。 

在未來我們會持續探討，設計一套監控系統與警示系統搭配，讓使用者可以隨

時查看登機箱的狀況，若發生登機箱遠離使用者時會自動發出警告提醒使用者並傳

送登機箱目前位置的情況。 

希望我們的研究可以讓出國的旅客在登機時更加的便利以及增加登機箱的安

全性，讓我們的生活與科技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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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購服務與消費者滿意度及再購意願關係之研究 

－以美樂家公司為例 

陳小菁                              鄭詩方 

中國科技大學                        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企業管理研究所研究生 

  E-mail：berching@cute.edu.tw         E-mail : linagutina@yahoo.com.tw 

 

中文摘要 

消費者直效行銷又稱為消費者直購系統（CDM）是消費者直接向生產者購買

的商業模式。在 1980s 未來學趨勢大師艾文．托佛勒（Alvin Toffler）博士提出的

產消合一之概念是每一位消費者直接向生產者購買，沒有中間的通路商，沒有經過

通路業者，不僅可以讓消費者省下通路的差價成本，也可以讓生產者省下人事管

銷、廣告費用，進而生產者便將這省下來的通路費用，分配給分享的消費者族群，

而這也是說消費者是最佳的廣告代言人。 

本研究架構乃以直購服務為自變項，並將消費者滿意度與再購意願為依變項，

探討直購服務對消費者滿意度之間是否有影響關係，消費者滿意度對消費者再購意

願之間是否有影響關係，直購服務對消費者再購意願之間是否有影響關係，消費者

滿意度對直購服務與消費者再購意願是否有中介效果。本研究以便利抽樣方式進行

問卷調查，以美樂家公司的消費者為對象，發放問卷300份，回收有效問卷200份，

運用統計軟體SPSS 22.0進行資料分析，以驗證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推論假設，並期

望本研究結果可以提供日後研究及消費者作參考。 

 

 

關鍵詞：直購、消費者滿意度、消費者再購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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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當新產品問市時，在過去大都必須經過大盤、中盤、零售商等關卡，才能到達

消費者手中，但隨著科技進步，行銷通路的結構明顯縮短，促使行銷通路快速縮短

的關鍵在於，消費者對於產品需求的自主性越來越高，消費者可以從生活周遭取得

豐富的產品資訊，不再單方面仰賴銷售人員的商品介紹，甚至主動尋求產品供應的

源頭，直接向供應商購貨，這也是促使「零階通路」（又稱「直效行銷」）的崛起。

零階通路指的是製造商不經過任何中介通路，直接將商品販售給消費者。傳統的電

話行銷、郵寄 DM 等或是現在的網路行銷，由企業自行鋪設產品網站，讓消費者直

接下訂單，都屬於這種概念。  

哈利•丹特（Harry Dent）在其 1999 年六月出版的《未來十年的好光景》中提

出從生產者到消費者的直接配銷系統（CDM）將取代未來的商品零售及連鎖店，

他甚至大膽預測定期購買商品運送到家並消除成本昂貴的零售商，直接從製造商送

貨，可以降低成本，因此未來大多數靠銷售而活的人們，將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機。

而這個危機真正的主因是因為被美國商會評選為二十一世紀最有潛力的商機

──CDM 時代來臨了！ 

所謂的 CDM 就是 Comsumer Direct Marketing（消費者直購），意即不透過人去

銷售，而消費者透過電話、傳真機、網路或門市直接購得所需商品，例如像現在流

行的東森購物、DHC 郵購、信用卡目錄郵購、美樂家日用品郵購或如現今保險網

路行銷等等皆屬 CDM 的代表。因為銷售導向的時代已逐漸在萎縮當中，取而代之

的是消費導向的行銷！ 

在傳直銷行業也部份算是產消合一及直效行銷的產業如安麗公司，也是毋須經

過大盤、中盤、小盤、零售商而是直接只經過經銷商最後到消費者的手中，因此探

討美樂家的直購服務系統與直銷的不同處及消費者對直購服務與直銷的反應及滿

意度為本研究之第一個動機 

在消費者對環保意識逐漸提昇的趨勢之下，提升產品的品質與服務是促進消費

者滿意度、再購意願或口碑推薦的重要關鍵。美樂家的產品訴求環保、無毒、安全，

而什麼樣的商品與品質能吸引消費者購買？因此除了探討直購服務對消費者的滿意

度之外，也探討美樂家公司其它的特色，例如：產品的品質是否對消費者來說是滿

意的或者也是消費者再購因素之一。此為本研究之動機二。 

什麼樣的行銷方式可以留住消費者？又是怎樣的促銷活動方案能夠吸引消費者

願意加入會員並且持續消費？因此本研究在探討美樂家公司的直購服務對消費者

滿意度與再購意願之影響，此為本研究之動機三。 

 

 

 

1.2 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的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本研究在探討美樂家公司之直購服務與消費

者滿意度及再購意願之研究，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以美樂家公司之直購服務對消費者滿意度之間是否有影響關係。 

（二）探討以美樂家公司之消費者滿意度對消費者再購意願之間是否有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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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探討以美樂家公司之直購服務對消費者再購意願之間是否有影響關係。 

（四）探討美樂家公司之消費者滿意度對直購服務與消費者再購意願是否有中介效

果。 

（五）期望本研究結果可作為未來研究及消費者之參考。 

 

二、文獻探討 
2.1 個案介紹 
2.1.1 美樂家公司歷史的沿革 

 

美樂家公司是一家環保會員郵購超市，由全球總裁暨執行長范德士先生（Frank 

L. VanderSloot）於1985 年創立，以「助人達成目標，共創美好未來」為企業使命。總

公司設立於美國愛達荷州．愛達荷市（Idaho Falls, Idaho），是全世界率先推出一

系列以先進尖端科技與開發製造具有環保理念之產品，其生產的產品皆為獨特天

然的日用品，並將自然界珍貴的茶樹精油（Melaleuca Oil）廣泛運用於各項產品的

公司，公司因此命名為「Melaleuca」。 

美樂家在海外的分公司遍佈全球19個國家，而最大的海外分公司為台灣分公司

成立於1997年，來台後已近21年的時光，年營業額同美國總公司一樣，年年皆為持

續穩定成長，根據天下雜誌調查 2010年五百大服務業名列第 207名，年營業額為 58

億。 

 

2.1.2 美樂家台灣分公司歷史的沿革 

 

1997年10月台灣分公司正式營運，美樂家公司台灣分公司秉持「深耕台灣、提

供顧客更好的服務」，不僅建立了良好的口碑與聲譽，業績更是節節高升。為提供會

員顧客更多優質產品及便利的購物管道，除在桃園南崁設立「美樂家公司物流中

心」外，每年增加「健康生活館」提供消費者更完善的在地服務，至今全台已成立

三十家健康生活館，完成一縣市一健康生活館的目標（美樂家，2010）。 

 

 

美樂家在國外已經有 32 年歷史，19 個國家和地區開展業務，在海外比較知名，

在全球已經積累有數百萬的忠誠會員，以創新的實體通路直購模式，顛覆只設立提

貨中心的模式，藉由此獨有的開架式門市概念，直接讓所有會員親自體驗服務購買

商品，安心透明的形象，終能創下今日亮眼的成績。 

 

2.1.3 美樂家公司的經營理念 

 

（一）消費者直購服務系統 

 

1985年美樂家公司推出了一個全新的商業模式被稱為「消費者直效行銷」（又

稱為消費者直購系統，CDM），這不同於傳統的銷售和傳直銷的模式。美樂家公司

的消費者直購模式，所有的會員並非中間商，也不需要轉售產品，也不存在傳直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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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層次價差。其定位經營的會員也只是介紹他們要推薦的顧客直接到公司辦理會

員，然後享受購買產品有優惠與好處，這意味著沒有一個會員需要在美樂家公司進

貨、囤貨及銷售產品，當然也不會有任何賠錢，是一個真正的無風險創業機會。 

美樂家公司整合六大行業包括日常用品業、保險業、郵購宅配

業、物流業、資訊業及傳銷業的優勢，美樂家公司締造業界最高續購

率 95％留住顧客。  

 

（二）與消費者合作 

 

要帶給會員的是身體的富足、環境的富足、個人的富足、財務的富足，就是

全方位的富足「富足之家，就在美樂家」，。 

「直效行銷」從生產者到消費直接配銷系統是二十世紀最有潛力的商機，將取

代未來的商店零售及連鎖店，美樂家公司的直購系統掌握了最有潛力的商業模式，

消費者可以運用電話、傳真機、網路或門市直接購得從工廠直接到消費者手中的商

品，而消費者又可在購買及分享產品的同時又可以得到紅利回饋及廣告代言費。且

美樂家公司就整體來說算是一個歷史悠久，產品優良又是一個懂得創意行銷的公

司。美樂家公司更不吝與消費者合作來共享公司的利潤。 

 

2.2 研究變數定義  
2.2.1 直購服務定義 

 

黃俊英（1996）將直效行銷定義為「不透過零售店，而將商品或服務直接銷售

給消費者的消費方式。」而 Kotler & Keller（2009）定義直效行銷具有客製化、訊

息可快速更新以及可與人互動等特性。 

 

黃河明（1999）指出直效行銷是現代企業行銷上常用到且非常有效的方法。相

較於大手筆的媒體廣告，直效行銷較能針對特定的顧客提供顧客所需的產品及服

務，同時每筆交易的成本也較為低廉，對於中小企業而言，是十分划算的行銷方法。 

消費者直購系統，在生產者端，最大特色就是「直接與消費者連結」，不需要

實體的會計成本，而是以消費者當通路，經由消費者分享與廣告，消費者也可以直

接回應，讓生產者得知其營運結果；在消費者端，消費者擁有自身的通路。 

消費者直購系統的優勢藉由口碑式行銷，只要能與消費者建立良好關係，藉由

消費者的口傳力量，讓更多消費者能享受到良好的服務與產品，不斷循環的是，消

費者傳給消費者時，不只買東西，甚至會幫公司代言。 

本研究之變數直購服務之購面為1.直接性2.便利性3.回饋性；美樂家公司之直

購服務系統符合購物之直接性及便利性是因為它有電話、傳真及網路購物平台，更

有美樂家公司的直營門市，可以買到工廠直接運送到美樂家公司的產品，可以買到

品質優良、環保、無毒又安全的產品。而美樂家公司省去大盤商、中盤商及零售商

的層層利潤剝屑，把省下來的利潤當做廣告代言費回饋給幫美樂家公司做廣告宣傳

的消費者。 

 

2.2.2 消費者滿意度定義 

 



38 

 

Parasuraman（1985）指出滿意度是一種「顧客態度」的管理，通常是在產品

屬性的層次上探討「產品績效表現」與「顧客事前期望」的差距，顧客事前的期望

可能包含廠商承諾的服務、口碑、過去經驗等，而事前的期望與實際的表現差距將

會影響顧客對消費行為的態度，因此「滿意程度」會影響消費者對產品的喜好以及

將來是否會再購買此一產品。 

Kotler（2003）認為消費者滿意度是來自於消費者的期望與預期，以及消費後

所引發的愉悅或失望的程度，在比較消費前與消費後的差異之後，而產生正向或負

向的感受，進而影響顧客對商品或服務的滿意度。因此滿意度是顧客與公司建立良

好關係的開始，顧客滿意度對企業經營有著重要影響。顧客滿意度係指「顧客的

要求以滿足程度之顧客的認知」，大多數的學者均認為顧客滿意度將會是再度購

買的重要因素之一。Kotler （   1999） 指出消費者滿意來自消費者對產品購買前的預

期與期望，與購買後實際認知到產品功能特性或服務的績效表現，二者比較後形成

愉悅或失望的程度。二者之間若存有差距，則發生正向滿意或負向不滿意的感覺，

而當認知績效相等於預期時，則出現中度滿意或感覺無差異。當顧客滿意業者所提

供的服務品質，甚至高於顧客的期望，此時顧客進而形成重覆購買或推薦他人購買

的行為。 

闕山晴（2002）在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研究中指出，顧客滿意度是購買行為

之比較過程，無論是投入成本與所獲利益之比較或是購前預期與實際結果之比較，

滿足消費者為顧客滿意度，反之則否。 

參酌以上學者之研究結論再結合本研究之動機，而本研究之變數消費者滿意度

構面為產品品質滿意度、促銷價格滿意度和購物便利滿意度及服務品質滿意度，以

符合本研究驗證之目的。 

2.2.3 消費者再構意願定義 

 

Gary（1991）整合以往對於商店的購買行為研究，對於有關消費者購買決策的

理論模式，認為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對於購買方案的評估過程中，最終即為「消

費者購買意願」。Oliver（1980）的研究則認為消費者的滿意度會重新塑造消費者

對產品的態度及購買產品的意向，而對消費者的再購行為有所影響，並將滿意度視

為購買行為之中介變數，連結事前選擇之產品信念到事後選擇之認知架構，消費者

溝通及購買行為。  

Sellers（1989）也指出企業若想從新顧客身上獲得與原有顧客相同的利潤，所

需代價大約為保留原有顧客的 16 倍。Reichheld & Sasser（1990）就利潤效益角度

觀察，企業若能使顧客流失率降至 5％時，所產生的利潤依產業特性的不同可提昇

25％到 85％不等。另外也指出消費者的再購意願，是消費者再次購買同樣產品的

可能性，且開發新的消費者之成本，是現有新消費者所需的成本還低。 

鄭家宜（2010）研究認為，再購意願是指顧客購買商品或後續服務行為，將會

有不同程度滿意或不滿意的感受；若顧客滿意，將有可能再次購買或是有較高再使

用意願。指出再購意願是顧客在購買商品後，經過整體評估所產生在未來會再購買

公司產品與服務的可能性，亦即與公司維持交易關係的傾向。楊家驊（2014）針對

企業消費者為對象研究，探討品牌形象、知覺價值、顧客滿意度與再購買意願的關

係，研究發現品牌信任對再購買意願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消費者對該公司商品的

顧客滿意度越高，則再願意購買該產品的意願也會跟著越高。 

而美樂家公司有多方面的因素讓消費者會繼續再購買商品，例如：美樂家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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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產品幾乎都是日常生活的必須品，如清潔用品、美容保養品等；消費者對產品

的信任以及長期優惠顧客的折扣所吸引和廣告代言費的回饋等，參酌以上學者之研

究結論再結合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而本研究之變數消費者再購意願構面為自己再

次消費、推薦他人消費。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美樂家公司之直購服務與消費者滿意度及再購意願的研

究，本研究的架構如圖3.1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2 研究假設 
本研究依據前述研究方法，提出下列研究假設如下： 

 

H1：美樂家公司之直購服務對消費者滿意度具有正向影響關係。 

H3 

直購服務 

1.直接性 

2.便利性 

3.回饋性 

消費者滿意度 

1.產品品質滿意度 

2.促銷價格滿意度 

3.購物便利滿意度 

4.服務品質滿意度 

消費者再購意願 

1.自己再次消費 

2.推薦他人消費 

H1 H2 

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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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美樂家公司之消費者滿意度對消費者再購意願具有正向影響關係。 

H3：美樂家公司之直購服務對消費者再購意願具有正向影響關係。 

H4：美樂家公司之消費者滿意度對直購服務與消費者再購意願具有顯著中介效果。 
3.3 操作性定義 
3.3.1 直購服務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將直購服務之操作性定義為「有直接性、便利性、回饋性之直接購物之服務

系統」。 

3.3.2 消費者滿意度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之消費者滿意度之操作性定義為「消費者對產品品質滿意度、促銷價格

滿意度和購物便利滿意度及服務品質滿意之程度。」 

3.3.3 消費者再構意願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之美樂家公司之消費者再購意願之操作性定義為「消費者願意為自己再

次消費並推薦他人消費」。 

3.4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利用SPSS 22.0 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分析方法以敘述性統計分析了

解樣本的結構與分佈；信度分析檢測問卷的一致性及穩定性；皮爾森相關分析檢定

兩個變數之間的關聯性；迴歸分析了解兩個或兩個以上連續型變數的因果關係；中

介效果分析以層級迴歸分析來探討消費者滿意度對直購服務與消費者滿意度之間

的中介效果。 

 

四、資料分析 
4.1 敘述性統計分析 
4.1.1 正式問卷發放與回收分析 

 

本研究為深入瞭解美樂家公司的直購服務與消費者滿意度及再購意願之現

況，因此以便利抽樣方法針對新竹地區之消費者會員及曾經是會員消費者做為問卷

抽樣之對象進行抽樣調查；因考量受訪者填答及消費能力之考量，以問卷調查之第

一部份註記必須二十歲以上並且使用過美樂家產品作為問卷調查對象，共發放紙本

問卷300份，回收250份問卷，整理出有效問卷200份，本研究將以此有效問卷加以

統計、分析及驗證。 

 

4.1.2 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利用SPSS 22.0 進行樣本基本結構分析，將回收之200份有效問卷，利

用次數的分配來了解美樂家公司之人口統計變項的「性別」、「年齡」、「職業

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每月收入」等進行次數分配、百分比、

平均數、標準差等描述性統計，以瞭解受試者對美樂家公司的直購服務、滿意度

和再購意願之現況。由分析資料可知受測者中：性別以女性居多，有132位，佔66

％；年齡層以41～50歲者居多，共81位，佔40.5％；職業以服務業居多，共63位，

佔31.5％；婚姻狀況以已婚居多，有135位，佔67.5％；教育程度以大學（專科）

畢業者居多，共90位，佔45％；每月收入以20001元～30000元居多，有65位，佔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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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的目的在於檢定量表是否具有一致性及穩定性，本研究以Cronbach’s 

α 值為信度指標，利用SPSS 22.0 檢測，α 值若高於 0.7 則達信度之標準；至少各

構面Cronbach’s α 應在 0.5 以上，若小於 0.35 者表信度過低，應予刪除或增修其

題項，所以本研究之問卷量表具有相當的一致性，結果如表4.1所示。 

 

 

 

 

 

 

 

 

 

 

 

表4.1 各構面信度分析 Cronbach’s α 值 

變數構念 各構面 Cronbach’s α 值 

直購服務 

直接性 0.718 

0.862 便利性 0.685 

回饋性 0.797 

消費者滿意度 

產品品質滿意度 0.750 

0.911 
促銷價格滿意度 0.767 

購物便利滿意度 0.849 

服務品質滿意度 0.660 

消費者再購意願 
自己再次消費 0.757 

0.823 
推薦他人消費 0.69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3 皮爾森相關分析  
本研究針對直購服務與消費者滿意度及消費者再購意願之各變數進行皮爾森

相關分析，進一步了解兩變數之間的關聯性。相關分析是衡量兩個隨機變數之間直

線關係的方向與強弱程度，相關係數的值介於-1到1之間，若相關係數為正值表示

兩個變數間是呈現正相關，負值表示兩個變數間是呈現負相關，0表示無相關。由

表4.2的檢定結果可知相關係數介於0.060～0.230之間，各兩變數間均具顯著線性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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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直購服務、消費者滿意度及消費者再購意願之相關分析 

 直購服務 消費者滿意度 消費者再購意願 

直購服務 1 0.020 0.060 

消費者滿意度 0.020 1 0.230** 

消費者再購意願 0.060 0.230** 1 

﹡P值＜0.05、﹡﹡P值＜0.01、﹡﹡﹡P值＜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4 迴歸分析  
本研究是利用迴歸分析來驗證所有研究假設是否成立並且利用變異數膨脹因

素（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的大小與允差來做為共線性的標準。為求迴歸模

式的有效性，本研究檢驗各變數的VIF值以判定是否有共線性問題，VIF為容忍度

的倒數，VIF值愈大，表示自變數容忍度愈小，愈有共線性問題，根據Hair et al.（1998）

的建議，VIF的臨界值必須小於10，否則就會有共線性問題發生。允差是將解釋變

數當做被解釋變數，把其他解釋變數當做自變數進行迴歸，允差值愈小，表示愈有

共線性的可能。 

 

4.4.1 驗證直購服務是否對消費者滿意度具有向顯著影響 

 

表4.3 直購服務與消費者滿意度的迴歸分析表 

依變數 自變數 Beta分配 顯著性 允差 VIF 假說 

消費者滿意度 

直購服務 0.081 0.650 0.158 6.348 

成立 
直接性 0.095 0.460 0.303 3.299 

便利性 0.131 0.243 0.402 2.485 

回饋性 0.105 0.471 0.237 4.22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4.2 驗證消費者滿意度是否對消費者再購意願具有向顯著影響 

 

表4.4 消費者滿意度與消費者再購意願的迴歸分析表 

依變數 自變數 Beta分配 顯著性 允差 VIF 假說 

消費者再購意

願 

消費者滿意度 0.044 0.740 0.257 3.888 

成立 

產品品質滿意

度 
0.060 0.673 0.222 4.515 

促銷價格滿意

度 
0.024 0.799 0.501 1.996 

購物便利滿意

度 
0.298 0.003 0.460 2.173 

服務品質滿意 0.027 0.803 0.378 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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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4.3 驗證直購服務是否對消費者再購意願具有向顯著影響 

 

表4.5 直購服務與消費者再購意願的迴歸分析表 

依變數 自變數 Beta分配 顯著性 允差 VIF 假說 

消費者再購意

願 

直購服務 0.009 0.960 0.158 6.348 

成立 
直接性 0.071 0.583 0.303 3.299 

便利性 0.052 0.642 0.402 2.485 

回饋性 0.037 0.800 0.237 4.22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5 中介效果分析 

中介變數可以說是影響依變數的理論性因素，是指自變數透過中介變數來影

響依變數的效果（Baron & Kenny, 1986）。本研究為檢驗消費者滿意度對直購服

務與消費者再購意願之間是否具有中介效果，使用SPSS 22.0 版軟體，透過層級迴

歸分析進行本研究，檢測結果如表4.6所示。 

 

表4.6 消費者滿意度對直購服務與消費者再購意願之層級迴歸分析表 

模型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eta分配 

（常數）  16.854 0.000 

直購服務 0.020 0.238 0.778 

消費者滿意度 0.230 3.329 0.001 

消費者再購意願 0.060 0.851 0.39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果與結論 
    本研究各項假設之實證結果整理於表5.1 

 

表5.1 研究假設與驗證結果 

研究假設內容 驗證結果 

H1：美樂家公司之直購服務對消費者滿意度具有正向影響。 成立 

H2：美樂家公司之消費者滿意度對消費者再購意願具有正向影響。 成立 

H3：美樂家公司之直購服務對消費者再購意願具有正向影響。 成立 

H4：美樂家公司之消費者滿意度對直購服務與消費者再購意願 

具有顯著中介效果。 
成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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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因時間、人力、經濟等因素限制，因此抽樣範圍僅限於新竹縣市地區的

消費者會員為研究對象，並以便利抽樣方式抽取樣本，在抽樣上可能會有誤差，且

研究的結果無法全然代表美樂家公司之全部消費者會員的實際感受。 

 建議後續研究者可擴大研究對象及研究範圍至全台灣地區的消費者會員，可增

加質性訪談做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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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公司員工在企業中的角色亦是重要而不可或缺的，然而因員工所展現

的人格特質對工作表現是影響企業成長的關鍵因素之一。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分析

結果了解彼此關係以提供企業為員工辦理教育訓練提升情緒調節之課程與營造友

善和睦的團隊工作環境；對員工來說，則知覺調節自我情緒、改善自我工作效能與

加強同事、團隊合作關係與增進學習專業技能。 

本研究擬以網路問卷實施，隨機抽樣方式抽取台灣企業員工作為研究對象，經

文獻探討與分析，研究假設如下： 

一、 神經質人格特質對工作表現有顯著的負相關。 

二、 神經質人格特質與工作表現因情緒調節的調節而有顯著的弱化效果。 

三、 神經質人格特質與工作表現因同事支持的調節而有顯著的弱化效果。 
 

關鍵詞：神經質人格特質、工作表現、同事支持、情緒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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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背景與動機 
企業是一個社會組織的縮影，一個成功的企業體在拓展事業版圖時，必須挹注相當的

人力、物力及財力等等專業資源，在現今各企業當中，最欠缺的是選擇到合適的員工，大

部份的企業也都瞭解員工亦是最重要的資產；而國內人力資源招募時大部分是以專長與學

經歷來當成依據，在網羅適合的員工時需考量很多面向，譬如專業技能、員工意願、員工

的特質等等，當員工在處理事務時會有不同的因應方式，正因為每個人是具有著不同人格

特質。根據國外研究（Barrick＆Mount,1991；Salgado,1997）結果，發現人格特質對工

作表現確實有顯著的影響(林銘昌、黃秀珠、邱晏麟，2011)。 

又，Tokar & Fischer, 1998) Levin & Stokes (1989) 研究提出，即使是性質相同

的工作，由不同特質員工來執行時，會因員工人格特質的差異，產生不同程度的情感。由

此可知，員工人格特質的多元化乃是影響企業整體表現的重要因素之一，對於員工人格特

質及工作表現之間相關性，是受相當程度的討論及運用。 

McCrae & Costa在 1992研究(池進通、李鴻文、陳芬儀 ,2008)指出人格特質的種類

有五大人格特質，包含外向性(Extraversion)、友善性(Agreeableness)、嚴謹性

(Conscientiousness)、神經質(Neuroticism)、開放性(Openness)，這五項因素。Barrick 

and Mount(1991) 研究指出，嚴謹性最能廣泛運用在預測不同職務者的工作績效，開放性

(Openness)對於工作績效亦是有效的預測指標。伍麗芬（2008）則指出，人格特質中的開

放性(Openness)、嚴謹性(Conscientiousness)、友善性(Agreeableness)、外向性

(Extraversion)可以有效預測客服人員工作績效之表現。可想而知人格特質對工作表現有

相當大的關係，當人格特質有明顯的判別後，便可用來預測其工作表現，如銷售、領導、

績效、表現等(Hough,1992)。 

人格特質是個體所具有獨特的特質，包含個體的思考模式、情感表達與行為特性等。

現實中，我們可以發現在職場上，擁有情緒不穩定的員工，容易影響辦公環境的和諧性與

氛圍，面對這樣高敏感度的員工，是否可用有效的方式調節他們在職場中的表現？ 

在人格特質與情緒調節相關的研究方面，在職場中員工帶有神經質(Neuroticism)人

格特質通常與工作績效有負向的相關(Barrick, Mount, & Judge, 2001)；較多研究支持

高神經質人格特質者易產生較多的負向情緒，在工作表現上採取較多的逃離迴避策略，較

少的問題解決策略（Ng & Diener, 2009; O'Brien & DeLongis, 1996）;另有研究指出當

員工知覺有支持性且溫暖友善的同事時，將增加其接受該工作的表現（Harris & Fink, 1987; 

Turban et al., 1998），因為同事的支持能夠使員工知覺到自己身處於一個合適的工作環

境進而有較好的工作表現。是否可以因為感受到同事之間的支持而強化工作表現呢？由上

可知，對於神經質人格特質與工作表現之間的相關研究文獻指出皆是較負面表現的。企業

的管理者如何讓具有神經質人格特質的員工具有穩定的工作表現，我們可從個人內在方面

去思考神經質人格特質和個體工作表現間的關聯性，是否可以透過情緒調節改善或強化工

作表現？ 

貳、研究目的 
希望能透過了解其神經性人格特質員工可否以情緒調節及同事支持來協助改善以提

升工作表現的關係，而使在職員工發揮工作效益。綜合上述研究動機的闡述，本研究將探

討企業員工是否會因神經性人格特質而造成不同程度上的工作表現，有神經性人格特質的

員工是否能藉由情緒調節與同事支持的調節效果影響進而提升員工個人的工作表現，讓員

工更願意努力發揮，讓員工與企業都能達到和諧的狀態。 

綜觀上述，本研究有以下三個研究目的： 

一、 探討「神經質人格特質」對「工作表現」的負相關影響。 

二、 探討「情緒調節」對「神經質人格特質」與「工作表現」之間的關係是否有弱化

的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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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探討「同事支持」對「神經質人格特質」與「工作表現」之間的關係是否有弱化

的調節效果。 

參、文獻探討與假設 
一、神經質人格特質 

「人格」源自於 persona，是古希臘演員所戴的面具，代表他所扮演的人物角

色，後來衍生為 personality。意指個體所使用的一種面具，包含他人眼中所看到

的一面，以及個人所展現的特徵(盛孝銘，2012)。 

對於人格的定義解釋很多，不同學派有不同的看法，統整列表如下出： 

表 1：國內外學者對人格特質的定義： 

研究學者 年份 人格特質的定義 

Allport 1937 
人格乃指個人心理與生理體系之動態組織，以對環境作

適應之調適｣，因此其認為生理因素亦應加以涵蓋。 

Guilford 1959 個人一種特殊且持久的特質且和他人相異即為人格。 

李雯娣 2000 個體內在行為的傾向，具有一致性。 

李康蘭 2011 

人格特質系個體在社會生活過程中，與環境交互作用所

形成之持久且統整的特質，具有專屬性與個別性，且會

隨著個人的學習情境與對象改變。 

黃育成 2017 

人格是賦予個體內在結構的動力，也是影響獨特存在單

一個體身心，它影響個人對社會及物理環境的行為與反

應。在這些特性中，有些部份和他人所共有或是自己完

全獨有的(如記憶、習慣、怪僻)。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因此綜合上述可對人格作一定義：人格是個人得以異於他人的一種持續且特殊

的特質，是一個人給予別人的印象和影響。他能預測一個人的行為。這種特有的行

為模式，是由個人在其遺傳、成熟、環境與學習等因素交互作用下而形成。而人格

理論在各學者研究上各有不同的論述，常見的包括有人格分析論、特質論、生物論、

人本論、行為學習理論以及認知論。但由於本研究欲探討神經質人格特質對工作表

現的影響以情緒調節與同事支持為調節變項。故本研究採用特質論點來探討人格。 

人格特質理論(theory of personality trait)起源於 40年代的美國，主要代

表人物是美國心理學家 Gordon Allport，和 Raymond Bernard Cattell。

Cattell(1956)所發現的五個特質為最初五大人格特質的雛型。五大人格特質理論

係由特質理論發展出來，將人格特徵透過因素分析，提出人格五因素模式，亦稱「Big 

Five」，也就是俗稱的「五大人格特質 (the big five model)」。現今 McCrae與

Costa於 1987年所區分的五大人格特質，為現今較廣泛接受，包含開放性

(Openness)、嚴謹性(Conscientiousness) 、外向性(Extraversion)、友善性

(Agreeableness)、神經質(Neuroticism)，而五因素的字首即為 OCEAN。因此本研

究採取此理論為基礎論述。以下就各因素陳述如下： 

   (一)開放性(Openness)：衡量一個人的興趣多寡與深度。 

   (二)嚴謹性(Conscientiousness)：衡量一個人對於目標追求的專心、集中的程

度。 

   (三)外向性(Extraversion)：衡量一個人對於與他人關係感到舒適的程度。 

   (四)友善性(Agreeableness)：衡量一個人對於對於他人所訂定規則的遵循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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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神經質(Neuroticism)：衡量一個人負面情感的刺激所需的強度。 

人格特質會影響個人對工作、生活、情緒的想法及處理方式，且人格特質與工

作滿意或工作壓力具有相關性。Barrik and Mount (1991)依據過去學者相關研究

的驗證指出，人格特質在員工工作表現上占有很重要的部份，對於不同工作性質以

及不同職業的工作表現都有顯著影響。在(Barrett & Pietromonaco, 1997)& Mount, 

Barrick and Stewart(1998)研究顯示，情緒性/神經質人格特質與人際間的社會互

動有相關而其中也指出，在需要有人際互動的工作領域中，正向的情緒穩定性人格

特質與工作績效有正相關存在。Salgado(1997)亦指出，嚴謹性與情緒穩定性的人

格特質在不同的工作環境或群體中，皆可以有效影響工作表現。依據上述相關研究

顯示，情緒性/神經質人格特質與人際間的社會互動有相關(Barrett & 

Pietromonaco, 1997) 。 

綜合上述研究指出，由於在職場上工作必須與人有密切的互動關係，因此在人際間

的特質表現亦可能會影響其在的各項工作表現，以及工作品質之評價。而神經質人

格特質對工作表現均有顯著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假設，左右情感表現的神經質人格

特質會對職場員工的工作績效產生影響。 

二、工作表現 

工作表現（job performance）是一個廣泛的概念，不同的組織類型，對其組

織成員的工作表現之界定，亦會有所不同。Campbell(1992)主張工作表現是內在思

想、感情、意志、願望、品質等的顯現。並將工作表現定義為「個人身為一個組織

成員，而完成組織所期望、規定或正式化的角色需求時所表現的行為」。檢視相關

研究在許多心理學或管理學之文獻，大多將工作表現視為工作績效(job 

performance)，係指員工在工作上的表現、所貢獻的價值、工作的品質或數量；員

工工作績效的好壞由其工作的質與量，以及目標達成率加以評斷（Porter and 

Lawler, 1965）。工作表現可以是歷程導向的 (process-oriented)，個體因先前的

心智能力、工作知識和經驗而影響工作表現，工作表現受到回饋之後，隨即又再影

響後續的工作表現，如此循環不已，充分顯現工作表現的動力狀態(Steel & Van 

Scotter, 2003; Hunter, 1983; Schmidt, Hunter, & Outerbridge, 1986)。 

工作表現的評估對於企業與員工是有其必要性的。Shrauger & Osberg (1981) 

將自我評估與其他常見的評估工具做比較，結果發現自我評估如同其他評估方法具

有預測性。鄭伯壎（1985）亦曾以相同評定工作績效之指標量表，分別由本人評定

與由上司評定兩種方式進行比較，結果發現兩種方式之指標內部一致性相當不錯，

顯示上司評定與本人自覺評定之工作績效量表皆具有足夠之信度。根據 Meyer、

Allen 與 Smith (1993) 指出，當研究目標是針對整體表現的結果時，其衡量方式

建議採用主觀、知覺性較適合，亦即自我的評估方式。因本研究欲探討的是整體工

作表現的評估，故使用自覺性量表做自我評估。 

林庭光（2004）認為工作表現應分為工作能力、團隊合作、與專業學習三個層

面。因本研究採用林庭光（2004）所開發之量表作為工作表現衡量依據，並將工作

表現構面區分為工作能力、團隊合作與專業學習構面。 

綜合上述研究，本研究所界定的工作表現為職場工作者因個人特質，而在執行工作

時所呈現的工作狀態與程度而有所差異。係採用林庭光（2004）所開發之自我評估

法量表作為工作表現衡量依據，並將工作表現構面區分為工作能力、團隊合作與專

業學習構面。來評估其自我知覺的工作表現。就本研究主題而言，神經質人格特質

員工所呈現的工作表現，既需要情緒調節的能力，也需要同事支持的協助。然而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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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質人格特質實際工作表現如何，為本研究所要探討的一部分。 

三、情緒調節 

情緒的產生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思考與判別能力，而做出不好的決定。Salovey 

和 Mayer於(1990)提出情緒智力概念架構，研究怎麼對情緒進行有效的調控、怎麼

將情緒、情感應用於事件引發、工作排程制訂和執行完成等方面的問題，以建立情

緒相關的理論。Goleman 延伸了 Salovey 和 Mayer 以及 Gardner 等人的見解， 

Goleman(1995)定義情緒為了解自自己的感受、控制生氣和憤怒，思考處理事務，

並對任何狀況時時保持冷靜和樂觀心態的能力。由以上研究文獻可知情緒調節為情

緒智力裡的極為重要的核心構面，而情緒調節為個體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機制。

Grandey, Tam, and Brauburger (2002) 研究發現，員工的正負向情緒會反應在個

人的工作行為與態度上。當我們需要用情緒訊息來解決問題時，情緒的運用是不應

被忽視的，而透過有效的情緒調節結果，達成個人情緒的平衡可以幫助個人在人際

互動上更加的適應。 

Gross(1999)認為情緒調節(Emotion Regulation)是個體監控自身的思考、評

估自身的狀態與修正改變情緒之運作，使其對情緒情境有適當的反應，並且能有效

地管理和掌控情緒的一種歷程。而 Gross（1998）則將情緒調節定義為「是一種個

體影響他擁有何種情緒，擁有的時間，如何經驗與表達的歷程」，並試圖整理情緒

調節策略，將之區分為事前（antecedent-foucsed）情緒調節及反應

（response-focused）情緒調節。 

事前的調節包含了情境的選擇、情境修改、轉移注意力、改變認知四個策略，

事前情緒調節階段所使用的反應方法為「重新評估」；而反應情緒調節則是以外在

行為，增加、減少、延長、及縮短的方式，調節個人的情感，反應情緒調節階段所

使用的反應方法為「壓抑」。 

綜合上述學者的理論，此研究情緒調節定義為：「情緒調節是個體根據內外環

境的要求，在對情緒進行監控和評估的基礎上，採用一定的行為對情緒進行影響和

控制的過程，是個體為保持內外適應的機能反應。」 

表 2: 情緒調節的歷程 

 

 
 

四、同事支持 

同事的定義，根據學者 Sias &Cahill(1998)認為同事是在組織中，處於同樣

位置的人；Yoon & Lim(1999)亦認為同事是在同一組織中，擁有相同職稱與位階的

成員，互動最頻繁的人員。同事支持主要發生在工作場合之中，Beehr et al. (2000)

指出同事支持分成實質性支持(instrumental support)及情緒性支持 

(emotionalsupport)。實質性支持能在職場需求上提供明顯協助(Fernet et al, 

2012)，受幫助之員工能清楚感覺到組織內成員對自己的需求以及重視，而情緒性

支持則注重人與人之間感情上的聯繫 (Beehr et al., 2000)。 

根據過去學者研究指出，同事支持能夠使員工知覺到自己身處於適合自己的環

境，並從中獲得舒適感（Fisher, 1985），又同事支持能夠幫助員工處理或抵禦壓

力事件（House, 1981），Zedeck and Mosier（1990）的研究亦指出同事支持能夠

緩和工作壓力對績效的影響。Babin & Boles (1996)認為同事支持是個人接受其幫

助以解決工作問題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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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研究可知，員工在工作上的情感感覺會因是否知覺到同事支持而有所不一

樣，也可以從文獻得知，同事支持是心理發生作用的一種模式，在工作職場中感知

到有壓力或影響情緒的事件後，透過感覺到同事支持來緩和自己情緒反應的影響。

因此本研究欲探討，在企業員工的神經質人格特質與工作表現的過程中，是否會因

受到同事支持的作用下而影響員工工作表現的改變？ 

五、神經質人格特質與情緒調節與工作表現之關聯性 

個體因為人格特質上的差異，可能影響之後所採取的情緒調節策略。神經性人

格傾向比較強者，容易分散工作焦點及精力，因此在國外學者 Barrick, Mount, & 

Judge( 2001)的研究指出在職場中員工帶有神經質(Neuroticism)人格特質通常與

工作績效有負向的相關。國內學者陳惠美(2003)研究也指出對行銷人員之神經性

(Neuroticism)人格特質和工作績效有顯著的負相關。在神經質人格特質傾向較強

的人其負向情緒比較高，高神經質者比較傾向感受較多的負向情緒，而較少使用問

題解決策略或尋求社會支持，且較常使用情緒焦點的因應策略、逃避或壓抑情緒等

方式（Costa, Somerfield, & McCrae, 1996; Watson,David, & Suls, 1999）。在

工作表現上採取較多的逃離迴避策略，較少的問題解決策略（Ng & Diener, 2009; 

O'Brien & DeLongis, 1996）。 

H1：「神經質人格特質」對「工作表現」具有負相關。 

研究指出神經質性格為負面情感(negative affectivity)的一種，由於神經質

性格傾向較強的人，會比一般人經歷更多負面的生活事件，因此，神經質性格也被

認為是負面情緒的主要來源(Magnus, Diener, Fujita, & Pavot, 1993)。Catanzaro 

(1996)在研究中發現，負面情緒調節可減緩不安狀況對學生在測驗表現中的負面影

響，即越不安的學生不論在考試或是負面情緒調節上，都有較差的表現，而目前較

少將此概念運用在工作場所中。在陳勇安(2006)，研究結果指出情緒調節的高低確

實影響工作的表現，兩者間有明顯的正相關趨向。情緒調節是個人用來處理自己的

負向情緒，具體言之，假如可以藉由情緒調節的運用可有助於改善穩定個人情緒能

力，便能進一步改善處理事務的能力，更能投入更多心力於工作表現上。 

綜合以上文獻本研究提出假設神經質者人格特質者容易經驗較多的焦慮、緊張等負

向情緒進而影響到工作表現，如果此時有適當的情緒調節策略亦可以有效的處理個體情緒

的影響，是否可以進而強化工作的表現。 

H2：「情緒調節」對「神經質人格特質」與「工作表現」之間的關係具有弱化的調

節效果。 

六、神經質人格特質與情緒調節與工作表現之關聯性 

因神經質人格特質傾向較強的人其負向情緒比較高，高神經質者感受較多的負

向情緒，而較少使用問題解決策略或尋求社會支持，產生逃避或壓抑情緒等方式

（Costa, Somerfield, & McCrae, 1996; Watson,David, & Suls, 1999）。而導致

神經質人格特質者易與他人衝突，直接破壞團體和諧(Simmon&Peterson,2000)。也

因此特質使神經質的人在與他人相處時遭到較多阻力，因情緒化行動往往無法完成

手上的工作，破壞自己和其他人的人際關係，進而影響到工作表現。 

在(Barrett & Pietromonaco, 1997)。Mount, Barrick and Stewart(1998)

研究顯示，神經質人格特質與人際間的社會互動有相關而其中也指出，在需要有人

際互動的工作領域中，正向的神經質人格特質與工作表現有正相關存在。

Richter(2002)在其研究中發現，同事支持屬社會支持中的一小部分，不但可以改

善同仁間在工作上的溝通，協助個人完成工作。Tsai,Chen, and Liu(2007)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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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當員工表現越多幫助同事行為時，他將因而得到同事較多較多實質性支持，

如工作上的協助，與情緒支持，而這些支持都將使他在工作中展現較高的持續力，

進而提升及工作表現。透過與同事互動的的過程，在情緒上、實質上和知覺上得到

回饋，使個體增進適應問題的能力。Zedeck 和 Mosier（1990）的研究亦指出同事

支持能夠緩和工作壓力對表現的影響。同事若是採取支持的態度，會使得個體情緒

較易穩定，產生較多的正面情緒，使得他在面對工作要求時，有較多的心力去減緩

負面的知覺感受。 

因此本研究認為：不同程度的同事支持，是否可以利用同事支持來強化神經質

人格特質者的工作表現呢？是有必要加以探討。 

H3：「同事支持」對「神經質人格特質」與「工作表現」之間的關係具有弱化的調

節效果。 

肆、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與假設 

基於以上研究問題與目的之陳述，本研究以神經質人格特質為自變項，工作表

現為依變項，檢視於情緒調節與同事支持調節下，神經質人格特對工作表現的影

響。綜合上述，本研究之架構如圖１所示。 

 

 

 

 

 

 

 

 

 

 

 

圖 1：研究架構 

  H1：「神經質人格特質」對「工作表現」具有負相關。   

  H2：「情緒調節」對「神經質人格特質」與「工作表現」之間的關係具有弱化的

調節        

     效果。 

  H3：「同事支持」對「神經質人格特質」與「工作表現」之間的關係具有弱化的

調節      

     效果。 

二、研究設計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目前在企業中工作之員工為主要研究對象，樣本之來源將藉由網路問

卷方式找尋自願參與之企業員工為主。 

擬定研究背景與動機確立研究目的與問題相關文獻探討建立研究方法與架

構 

問卷設計與調查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結果討論建議與結論 

圖 2：本研究流程圖 

三、研究變項與衡量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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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問卷量化的方法進行分析，針對私人企業的員工進行問卷調查，並

藉由統計數據了解神經性人格特質、情緒調節、同事支持對工作表現上的影響，加

以探討。本研究採用的量表包含有「人格特質量表」、「情緒調節量表」「同事支持

量表」以及「工作表現量表」，以下分別詳述之。 

(一)人格特質量表 

    本研究依據 John， Donahue，＆Kentle，（1991）。所建構之人格特質量表，

將人格特質之構面分為：「開放性」，「嚴謹性」，「外向性」，「友善性」與「神經質」

等五個構面。 計分採用李克特(Likert)五分量表方式評分，分別給予 1、2、3、4、

5 分的分數，本量表其中包 16題反向計分題。 

(二)情緒調節量表 

 本研究採用 Gross 和 John(2003)所發展的量表，經由李澄賢(2004)重新修訂

的「情緒調節量表」，由此量表來測量受試者情緒調節的分數。本量表屬於自陳式

問卷，由三個分量表組成，共有十二題，包含「重新評估」5題，「壓抑」4題，「沉

著冷靜」3題。採 4點量表尺度計分，讓受試者依照對其各題的反應狀況，選擇最

能描述自身狀態的選項，計分方式依李克特(Likert)五分量表方式評分，分別給予 

1、2、3、4、5 分的分數。使用個別記分的方式，某分量表得分越高，即代表個體

傾向選擇該方式來進行情緒的調節。 

(三)同事支持量表 

 本研究採 Ducharme＆Matin (2000)的同事支持量表，共十題。受試者填答此量

表時，首先根據每一個題目來描述對同事，主管、及工作部門(或團隊、單位)的看

法，依李克特(Likert)五分量表方式評分，分別給予 1、2、3、4、5 分的分數。 

(四)工作績效量表 

    本研究之「工作績效量表」題項係參考修改自林庭光（2004）所開發屬自我評

估類之「工作績效量表」，分為「工作能力」、「團隊合作」與「專業學習」三構面，

經原編製者研究所得三構面的 Cronbach’s alpha 係數介於 0.81~0.86 具有足夠

之內部一致性，且因素分析驗證三構面題項亦具備足夠之建構效度。題項涵蓋維持

三構面，其問項彙整如下表所示：本量表依李克特(Likert)五分量表方式評分，分

別給予 1、2、3、4、5 分的分數。填答分數越高代表自我知覺工作績效越高，本

量表無反向計分題。 

四、統計分析方法 

研究問卷回收後，運用統計中的人數、平均值、標準差、最大值與最小值等統計量

來視察樣本在變項上的分佈情形，藉以分析樣本回收情形，並了解樣本在各變相上

的一般反應。 

   (一)信度分析 

測量可信度意味是否存在偏頗(非關錯誤)，足以讓時間和各種工具項目成為穩定的

測量工具，測量衡量工具之可信度代表測量工具應具有穩定性及一致性，為增加衡

量的一致性，以內在信度 Cronbach’s α係數，來檢定各量表的內部一致性，α值

愈高，則代表信度愈高。 

   (二)因素分析 

此部份主要是求得量表的「建構效度」，即代表衡量工具是否能正確測得所欲衡量

之構念。本研究針對人格特質、工作表現及情緒調節與知覺同事支持等四項研究變

項的問卷進行探索性因素分析，以驗證構念的建構效度。 

   (三)敘述性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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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敘述性統計（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以及各研究變項的集中及分散趨勢）

來分析樣本的特性，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學歷、年資以及行業別等樣本基

本資料。 

   (四)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最主要是探討人格特質、工作表現及情緒調節與知覺同事支

持彼此間的關聯性。因此，相關係數可作為兩連續變項間線性相關指標。本研究

Pearson 相關係數值了解人格特質、工作表現及情緒調節與知覺同事支持等變項間

相關程度。 

   (五)階層多元迴歸分析 

為進一步了解人格特質與工作表現之影響效果及情緒調節與知覺同事支持的調節

效果，本研究擬採用階層多元迴歸進行分析，依序進行驗證人格特質、工作表現及

情緒調節與知覺同事支持的關聯性。 

   (六)預期效益 

    希望能藉由本研究的結果讓企業有所依據開設教育訓練透過情緒調節的相關

訓練，幫助員工調適控制因人格特性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會有助於工作表現的提

昇，如此既有助於員工的留任並能提昇工作表現。亦希望能藉由本研究的結果讓未

來企業舉辦教育訓練時，考慮同事之間的相互鼓勵，當我們感受到其他人的支持

時，就會讓我們更有動力前進，進而提升工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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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討體驗行銷、品牌知名度對顧客滿意度與顧客購買意願之研究-以新

竹地區 K 品牌護具為例，針對新竹地區有體驗過護具之二十歲以上民眾進行 300

份問卷隨機抽樣調查，並運用統計軟體 SPSS 22.0 及 Amos 進行各式統計資料分析，

證明本研究體驗行銷和品牌知名度對顧客滿意度及購買意願有兩兩正向之影響關

係，本結果可提供後續之研究及業者做參考。 

關鍵詞：運動護具、體驗行銷、品牌知名度、顧客滿意度、購買意願 

一、緒論 

 1.1研究背景及動機 
護具產業在台灣近年來是急速成長的產業，這與退化性闗節炎有相當大的關聯

(護具聯盟，2011);而退化性關節炎是人類關節疾病中最普通的一種，它的發病機

率會隨著年齡老化而增加，為了預防或治癒退化性關節炎，除了控制飲食之外運動

是關鍵(楊榮森，2014)，運動時配戴保護關節之護具也可以有效的預防關節退化。

再者，現在台灣的青壯年也越來越懂得保養身體；因此，有不少人在運動前為減少

及預防運動傷害而配戴運動護具，在近幾年來護具產業也被運動人們所重視。對於

勞動人口也是如此，護具可以預防職業傷害，勞工朋友也需要護具的保護；因此，

有鑑於廣大的潛在市場，護具業者如雨後春筍般的興起，而各業主也使盡渾身解術

的行銷手法，當然包含體驗行銷，然而護具需要經過配戴體驗才能感受其舒適與

否，而消費者是否覺得舒適滿意才會購買，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有關體驗行銷之研究有如以白木屋品牌文化館為研究對象，討論觀光

工廠的體驗行銷(李孟純，2010)及林惠慈 (2013)以義大遊樂世界為研究個

案，探討體驗行銷，體驗價值與顧客滿意度之關係，在其研究中之體驗行

銷只見體驗環境及設施而且所體驗之項目較傾向休閒服務且較注重的是環

境及心靈舒適度之體驗行銷，以上所探索文獻中鮮少有關體驗行銷是以身

體直接接觸的體驗研究，比如護具體驗為例之研究之文獻較少看見；期望

本研究可供日後研究及護具業者做參考，此為本研究動機二。 

品牌知名度為消費者評價產品的主要考量因素，並可以影響消費者的知覺及

態度，可驅策品牌的選擇及品牌忠誠度，品牌知名度是當給定某種產品類別時，能

使消費者非常確切地從記憶中喚起某品牌的能力，能力越強，表示知名度越高

（Aaker，1996）。施振榮（2010）先生曾提到品牌的重要性，他表示品牌是行銷之

根，沒有品牌的行銷 就是無根的行銷。而台灣的護具業，品牌百家爭鳴，不同品

牌之護具代表著不同樣式及不同之功能性，在如此競爭的護具產業，品牌很多，不

勝玫舉，陳列在百貨公司專櫃及各大傳統市場還有醫療器材行；消費者在選購護具

之前是先選擇品牌再體驗還是先體驗而後考慮品牌，而消費者選擇購買護具之前是

先以品牌做考量還是先以體驗之舒適度做考量；為本研究動機三。 

1.2 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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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之研究背景及動機，以新竹地區護具業為研究對象，並探討體驗行

銷、品牌知名度與顧客滿意度及顧客購買意願之影響關係；茲將本研究主要的目的

說明如下: 

一、探討護具業之體驗行銷對顧客滿意度的影響。 

二、探討護具業之品牌知名度對顧客滿意度的影響。 

三、探討護具業之顧客滿意度對顧客購買意願的影響。 

四、探討護具業之體驗行銷對顧客購買意願的影響。 

五、探討護具業之品牌知名度對顧客購買意願的影響。 

六、探討護具業之顧客滿意度對體驗行銷與顧客購買意願是否有中介效果。 

七、探討護具業之顧客滿意度對品牌知名度與顧客購買意願是否有中介效果。 

1.3 本研究流程 
1.確認研究動機與目的，2. 文獻探討及整理，3.建立研究架構及操作衡量方式， 

4. 問卷的設計，5. 問卷調查及回收，6.資料整理及分析研究，7.歸納結論及建議。 

二、文獻探討 

2.1護具產業定義範圍及類別  
2.1.1護具產業定義 

台灣產業用紡織品協會（Taiwan Technical Textiles Association；TTTA）在

產業用紡織品中稱護具係屬於運動用紡織品。一個最簡單的劃分方式，就是把一般

衣著及家飾用紡織品以外的紡織品，都歸類於產業用紡織品（technical textiles）。

目前產業用紡織品的定義與分類特徵：是以終端用途的分類方式，終端用途不是一

般衣著及家飾用紡織品，以紡織品的結構工程設計和結構分析為研發及應用重點，

不特別強調外觀、色彩和流行。就產品特性而言，產業用紡織品普遍具有顯著的耐

久性、高強度、輕量性、高耐熱性、高耐酸鹼性或可變性等特徵(沈培德，2013)。 

2.1.2護具產業範圍及類別 

目前產業用紡織品大致可分為1.醫用紡織品、2.交通用紡織品、3.工

業用紡織品、4.建築用紡織品、5.農漁畜礦用紡織品、6.包裝用紡織品、

7.地工用紡織品、8.運動用紡織品、9.特殊衣著用紡織品等(沈培德，2013)。 

2.2 研究變數定義  
2.2.1體驗行銷的定義及構面 

(1) 體驗行銷定義:隨著體驗經濟時代的來臨，顧客消費時，除了重視

產品機能及服務效益外也重視消費行動中獲取難忘的體驗經驗及愉快的感

覺，故以體驗行銷來吸引消費者是未來的趨勢 (黃聖茹與張智雄，2010)。 

(2) 體驗行銷構面:高明智(2001)指出站在消費者感官、情感、思考、

聯想、行動五個面向，重新定義、設計行銷作為的一種思考方式，就是體

驗行銷；因為穿戴護具體驗是經由觸覺刺激，而感受局部加壓之緊鬆感如

人飲水冷暖自知；對於品牌的知覺則是透過聽覺、視覺及知覺來進行了解，

其過程需要經由銷售人員解說護具之品牌及商品功能性。在解說過程中可

能引發消費者情感面的體驗，或許可以誘發消費者預防勝於治療的觀念，

或可引發消費者孝親之舉而刺激購買慾望。在社群網站上消費者也可將護

具與其日常生活做連結，使消費者在行動體驗面上意識到護具在運動及勞

動前做保護的重要。參酌以上各文獻加上護具的行銷過程需要體驗；因而

本研究將「體驗行銷」之構面定為「感官體驗」、「情感體驗」、「思考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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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體驗」及「聯想體驗」等五個構面探討。 

2.2.2 品牌知名度的定義及構面 

(1) 品牌知名度之定義:美國行銷協會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AMA)定義：「品牌係指一個名稱、術語、標誌、符號或設計，

目的是為了確保銷售者的產品或服務能與競爭者的產品或服務有所區別」。 

(2) 品牌知名度之構面:Aaker (1996)認為品牌知名度為消費者評價產

品的主要考量因素，並把品牌知名度分成以下 5 種層次：品牌認知、品牌

回想、品牌優勢、品牌主見、首要意念等；並認為品牌知名度就是把品牌

給概念化，成為消費者個人特定的記憶。而在護具業也是如此，消費者購

買前也會問是何品牌以及是否有註冊商標。參酌上述的文獻及再結合本研究

之動機與目的，本研究將「品牌知名度」之構面定為「品牌認知」及「品牌

回憶」。  

2.2.3 顧客滿意度的定義及構面 

(1) 顧客滿意度之定義:Miller(1977)指出顧客滿意程度是由顧客「預期之程

度」、「認知之成效」二者交互作用所導致。而預期和理想二者均是產品績效的標

準，用以衡量產品實際績效所達到的程度，因而產生滿意或不滿意。Kotler (1997) 指

出顧客滿意是消費者對於購買產品或服務，產生之實際結果是否和預期的一致，也

就是顧客預期程度與實際認知差距的一種評估反應。 

(2) 顧客滿意度之構面:顧客期望會受到業者所做的各項行銷手段如廣告、

媒體、宣傳單(品)、口碑等非經驗過的訊息及顧客對業者預期未來能提供服務的影

響（陳彥宏，2008）。企業永遠不知道顧客要的服務是什麼，但眾所周知，顧客滿

意是顧客對服務的事前期望與事後認知的比較結果。如果顧客認知超過期望，則顧

客將感到滿意，若相反則不滿意。企業常標榜「讓顧客100 % 滿意」，意思就是要

讓顧客的認知和期望完全吻合。因此為達成或超出顧客的期望，使顧客感受滿意，

企業就需要不斷的探討顧客的期望。Zeithaml and Bitner (2002)認為顧客對品質與滿

意的認知，分別為服務品質、產品品質及價格方面之認知為衡量構面之外，對顧客

滿意的認知則包括情境因素與個人因素。因此，每個人的滿意感受程度有高低差

異，都來自於對產品功能性的認知與個人對產品的期望比較後的認知所致。 

學者他們認為顧客滿意是一種整體的、統合性的概念。因此在競爭激烈的市

場中，企業為達永續經營的目的，提高顧客滿意度將是企業成功的關鍵因素。參酌

以上學者之研究結論再結合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而本研究將「顧客滿意度」之構

面定為「產品滿意度」、「服務滿意度」、「體驗滿意度」及「品牌滿意度」。 

2.2.4 顧客購買意願的定義及構面 

(1) 顧客購買意願之定義: 

Dodds, William B., Kent B. Monroe, and Grew al (1991)將購買意願定義為：消

費者有意願購買該產品的可能性。 

(2) 顧客購買意願之構面: Spears and Singh (2004)認為購買意願是個體有意

識性的規劃去進行購買某品牌商品的一種努力。當消費者對某種產品或品牌的印象

與態度相當好時，就可能形成購買意願，也就是說購買意願是指消費購買特定產品

或品牌的主觀機率。參酌學者之研究結論再結合本研究之動機與目的，而本研究將

「顧客購買意願」之構面定為「願意購買」、「考慮購買」和「推薦購買」。 

2.3研究假設 
本專題經文獻探討出觀念性研究假設，並推導出研究假設，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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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一(H1):護具業之體驗行銷對於顧客滿意度具有正向影響。 

假設二(H2)：護具之品牌知名度對於顧客滿意度具有正向影響關係。 

假設三 H3：護具之顧客滿意度對於購買意願具有正向影響 

假設四 H4：護具之體驗行銷對於購買意願具有正向影響。 

假設五 H5：護具之品牌知名度對於購買意願具有正向影響。 

假設六 H6：護具之顧客滿意度對體驗行銷與顧客購買意願具有顯著中介效果。 

假設七 H7：護具之顧客滿意度對品牌知名度與顧客購買意願具有顯著中介效果。 

三、研究方法 

3.1研究架構  
本專題主要根據研究動機與文獻探討的理論基礎，探討體驗行銷、品牌知名度

對顧客滿意度與顧客購買意願之關係-以新竹地區K品牌護具為例，並同時了解「體

驗行銷」、「品牌知名度」對「顧客滿意度」與「購買意願」，所推論出的研究架

構如圖3-1所示。 

 
 

 

 

 

 

 

 

 

 

 

 

 

3.2 研究範圍及對象與抽樣方法 
3.2.1 研究範圍及對象 

本研究以新竹地區護具業為研究範圍，以新竹地區之消費者做為問卷抽樣之對

象，以新竹地區體驗過護具的消費者使用情況，故要求填答之年齡為二十歲以上至

八十歳有消費能力兼體驗過護具之顧客作為問卷調查對象。 

3.2.2 抽樣方法 

採用問卷調查法，受限於研究者本身之人力、物力、財力與時間等各項資源限

制，使用便利抽樣方式再採用立意取樣之方式，透過第一部份之題項篩選出體驗過

護具之受測者，符合本研究主觀判斷所設定之研究對象之後再進行第二部份之題項

作答，發放 300 份問卷也以立意取樣的方式來蒐集樣本資料，檢查已答問卷

是否完整作答，回收有效問卷 211 份，作為驗證本研究觀念性研究架構是否成立，

以及驗證護具業之消費者對「體驗行銷」及「品牌知名度」對「顧客滿意度」

及「顧客購買意願」之各變數間假設因果關係是否成立之資料來源。 

3.2.3 問卷設計:  

問卷測量方式之衡 量題項採用李克特 七點尺度 (7-point Likert 

scale)，選項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稍不同意」、「普通」、「稍

同意」、「同意」以及「非常同意」，依序分別給予 1 至 7 分做為衡量標準，

圖 3-1 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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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同意」為對此題項的同意程度為最高給予 7 分， 「非常不同意」為

對此題項的同意程度為最低給予 1 分，受試者分數越高，表示消費者對於

該護具變項之認同度的程度越高。 

四、資料分析 

4.1 敍述性統計分析: 
4.1.1 正式問卷發放與回收分析 

本研究使用便利抽樣方式再採用立意取樣之方式以新竹地區之消費者做為問卷

抽樣之對象，發放問卷 300 份，回收有效問卷 211 份，有效問卷比率為 70.3%。之

後，本研究將以此有效問卷加以統計、分析及驗證。 

4.1.2 樣本結構分析 

在 300位所有受測者樣本中統計(一) 在性別方面：以女性居多，共 122 位，佔

57.8%；男性共 89 位，佔 42.2%；顯示本次調查新竹地區的受測者之女性高於男性。

(二)在年齡層方面：以 51~60 歲者居多，共 62 位，佔 29.4%。(三) 在職業方面：

受測者以服務業為最多，共 86 位，佔 40.8%。(四) 在婚姻狀況方面，以已婚者居

多，共 121 位，佔 57.3%；(五)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高中(職)居多，共 97 位，佔

46%。(六) 每月所得方面：以 30,001 ~ 40,000 元居多，為 55 位，佔 26.1%。 
 
4.1.3 各變數敘述統計分析 

(1)「體驗行銷」敘述性統計分析 

   「體驗行銷」此變數共 25題問項，其平均值介於 5.32~6.29之間，總平均高達

5.92，表示受測者對於本問項的認同度很高，受測者資料亦較為集中，研究資料顯

示受測消費者對於護具在整體來說「體驗行銷」變數其分數最高是構面「感官體驗」

之題項 5「我選購護具時會觀察它的外觀有無暇疪。(視覺)」；其次是構面「思考

體驗」之題項 13「我認同護具良好的售後服務有助於我再購之意願」，而受測者對

於體驗行銷中「行動體驗」構面之題項 20「我身上曾經戴兩種以上的護具。(如:

護膝、護腰)。」之分數則最低，表示受測者對此題項最不認同。 

(2)「品牌知名度」敘述性統計分析 

   「品牌知名度」此變數共 14題問項的平均值介於 5.08~5.54之間，總平均高達

5.32，表示受測者對於本問項的認同很高，受測者對於「品牌認知」之題項 1.「我

認同護具品牌知名度對消費者來說很重要」之分數最高，而受測者對於「品牌回憶」

之題項 12.「我不管購買任何商品會先問是何種品牌」之分數則最低，表示受測者

對此題項最不認同。  

(3)「顧客滿意度」敘述性統計分析 

「顧客滿意度」此變數共 10題問項的平均值介於 5.72~5.90之間，總平均高達

5.80，表示受測者對於本問項的認同度很高，受測者資料亦較為集中，研究資料顯

示受測消費者對於護具「顧客滿意度」之構面「產品滿意度」受測者對於題項「1.

我對符合人體工學款式的護具感到滿意。」之分數最高，其次是構面「服務滿意度」

之題項「4.我對護具的售後服務感到滿意。」，而受測者對於「品牌滿意度」之題

項「7.我對我所體驗過的護具之專利感到滿意。」之分數則最低，表示受測者對此

題項最不認同。 

(4)「顧客購買意願」敘述性統計分析 

「顧客購買意願」此變數共 8題問項的平均值介於 5.56~6.02之間，總平均高

達 



 

 

63 

 

5.87，表示受測者對於本問項的認同較高，受測者資料亦較為集中，研究資料顯示

受測消費者對於護具之「顧客購買意願」之「考慮購買」構面之題項 1.「我假如

體驗完護具後若感到滿意，我會考慮購買。」分數最高，表示消費者認同護具要經

過體驗後感到滿意就會考慮購買；研究資料顯示受測消費者對於護具之「顧客購買

意願」之「推薦購買」構面之題項 8.「我若滿意護具的品牌我願意向親友推薦他

們購買」分數最低，此題消費者最不認同，表示顧客若滿意商品也不見得會向親友

推薦。 

4.2 信度分析 
本研究變數「體驗行銷」問卷中，「體驗行銷」總量表之 Cronbach’s α 值為

0.828：「體驗行銷」之感官體驗、情感體驗、思考體驗、行動體驗、關聯體驗等

五構面之 Cronbach’s α 值介於 0.772~0.880 間，顯示各構面達內部一致性，符合信

度 Cronbach’s α 值大於 0.7 之標準。而變數「品牌知名度」問卷中，「品牌知名度」

總量表之 Cronbach’s α 值為 0.868：品牌認知、品牌回憶等兩構面之 Cronbach’s α

值 0.839、0.907，顯示各構面達內部一致性，符合信度 Cronbach’s α 值大於 0.7 之

標準。變數「顧客滿意度」問卷中，「顧客滿意度」總量表之 Cronbach’s α 值為

0.922：產品滿意度、品牌滿意度、服務滿意度、體驗滿意度等四構面之 Cronbach’s 

α 值介於 0.779~0.899 間，顯示各構面達內部一致性，符合信度 Cronbach’s α 值大

於 0.7 之標準。變數「顧客購買意願」問卷中，「顧客購買意願」總量表之 Cronbach’s 

α 值為 0.819：考慮購買、願意購買、推薦購買之 Cronbach’s α 值為 0.788~0.849 以

上分析結果，顯示各構面填答結果具有一致性，符合信度檢測標準。 

進一步檢視本研究各變數「體驗行銷」、「品牌知名度」、「顧客滿意度」、

「顧客購買意願」等四變數之整體 Cronbach’s α 值分別為 0.828、0.868、0.922、

0.819，分析結果亦顯示彙整各變數填答結果具有一致性，符合信度檢測標準。因

此，本研究經由構面與變數之信度檢測結果，得以在所使用之量表具有信度基礎

下，進一步操作統計分析與檢定，支持本研究各項假設驗證分析結果之正確性。 

4.3 效度分析（Validity Analysis） 
本研究檢定內容效度與建構效度，其中建構效度包含了收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 CV)與區別效度(Discriminative Validity, DV)，作為本研究效度分析與檢定

之依據，詳述如下： 

4.3.1 內容效度 

內容效度是指問卷內容的適切性。本研究問卷所測量變數與構面之題項(以

Likert 七點尺度量表為衡量)，題目內容是依據過去學者之實證經驗與結果，再經

指導教授多次邏輯推理、補充及修飾，以期適用於本研究之研究主題；最後有效

問卷信度分析之結果，各變數與各構面之 Cronbach’s α 值均高於 0.7 以上，符合

信度標準亦屬於高信度值。據此，本研究之量表問項，所使用之測量問卷具有內

容效度。 

4.3.2 收斂效度 

本研究收斂效度檢定為依據 Hair et al.(2009)與 Fornell & Larcker(1981)所說

明之檢定標準:(1)因素負荷量(Measurement Weight)≧0.7；(2)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0.7；(3)平均變異數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

0.5。本研究計有 4 個變數、14 個構面，經由 AMOS 執行驗證性因素分析(CFA)，

整理模型各項標準化係數與計算檢定數據，彙整收斂效度分析結果如表 4-5。因

素負荷量(Measurement weight)部分，「體驗行銷」為 0.72~0.84；「品牌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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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0.65~0.83；「顧客滿意度」為 0.68~0.83；「顧客購買意願」則為 0.71 與 0.82，

顯示各構面之因素負荷量大部分能夠大於 0.7 以上，其中僅 3 個構面因素負荷量

稍低，其值在 0.6 以上但未低於因素負荷量檢測底限 0.5 以下，因此仍能符合基

本成立之檢測標準；各變數之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均大於 0.7 以

上，表示模式架構內部一致性良好；而平均變異數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分別為「體驗行銷」＝0.62、「品牌知名度」＝0.51、「顧客滿

意度」＝0.64 及「顧客購買意願」＝0.57，均大於 0.5，各項分析結果均能符合

Hair et al.(2009)或 Fornell & Larcker(1981)所設定之判斷標準。因此，證明本研究

模型之 4 個變數與 14 個構面均具有收斂效度。 

4.3.3 區別效度 

本研究各變數應具有區別效度，即代表各變數間，彼此之間的相關程度不能

太高。本研究採用信賴區間法(Bootstrap 1,000 次)，建立變數之間的皮爾森相關

係數的信賴區間，如果包含 1，即完全相關，表示變數之間不具有區別效度

(Torzadeh, Koufteros, & Pflughoeft, 2003)。亦即如果信賴區間不包含 1，則拒絕虛

無假設，表示各變數具有區別效度；反之，則不具有區別效度。AMOS 提供了

三種信賴區間的估計方式，分別為 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Percentile 

Method 及點估計值±2 倍標準誤(Ø±2σ)，若所有的標準化係數信賴區間均不包含

1，則表示所有變數與變數間具有區別效度(張偉豪，2013)。在 95%的信心水準

下，本研究利用 Bootstrap 重複估計 1,000 次，顯示本研究之各變數之相關標準

化係數信賴區間均不包含 1，拒絕虛無假設，各變數具有區別效度。因此，判定

本研究各變數具有區別效度，且均能夠各自代表其所欲測量之概念。 

4.4 皮爾森相關分析 
本研究各變數之 Pearson 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4-1 顯示，在顯著水準 p 值＜0.01

層級時，體驗行銷與品牌知名度呈顯著中度正向線性相關(r=0.486，P<0.01)；體驗

行銷與顧客滿意度呈顯著高度正向線性相關(r=0.624，P<0.01)；體驗行銷與顧客購

買意願呈顯著高度正向線性相關(r=0.614，P<0.01)；品牌知名度與顧客滿意度也呈

現顯著高度正向線性相關(r=0.604，P<0.01)；品牌知名度與顧客購買意願呈現顯著

中度正向相關(r=0.493，P<0.01)；顧客滿意度與顧客購買意願呈現顯著高度正向線

性相關(r=0.615，P<0.01)。以上說明了本研究各變數間均具有顯著線性關係，且相

關係數均小於 0.7，因此，各變數間亦未有線性重合問題。支持本研究各項假設驗

證分析得以有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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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檢定結果可知相關係數介於 0.486~0.624 之間，各兩兩變數間均呈現顯著線

性相關。由於各兩兩變數間均具中高度線性關係，因此，本研究將繼續探討變數之構

面是否也具有線性相關？ 

 

4.5 迴歸分析 
本節運用線性迴歸分析是延續相關分析的結果來分析「體驗行銷」對「顧客滿意」

與「顧客購買意願」，以及「品牌知名度」對「顧客滿意度」與「顧客購買意願」兩兩

是否有顯著正向的影響關係。並且驗證 H1，H2，H3，H4，H5等假設是否成立。 

4.5.1 驗證假設一 H1:「體驗行銷」對「顧客滿意度」是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由迴歸 Anova 分析表，顯示 F=133.319(P=0.000<0.05)，因此得知此模式是顯著

的，表示至少有一個係數不是  0；因此繼續觀察迴歸分析表，顯示常數項 

7.191(P=0.000<0.05)呈顯示正向影響，自變「體驗行銷」係數為-1.019(P=0.000<0.05)

對「顧客滿意度」呈顯著正向影響，故獲得回歸方程式為： Y(顧客滿意

度)=7.191-1.019 X (體驗行銷)；實證結果最後判定「體驗行銷」對「顧客滿意度」

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即假設一獲得支持。 

4.5.2 驗證假設二 H2:「品牌知名度」對「顧客滿意度」是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由迴歸 Anova 分析表，顯示 F=188.210(P=0.000<0.05)，因此得知此模式是顯著

的，表示至少有一個係數不是  0；因此繼續觀察迴歸分析表，顯示常數項 

7.191(P=0.000<0.05) 呈 顯 示 正 向 影 響 ， 自 變 「 品 牌 知 名 度 」 係 數 為

-1.063(P=0.000<0.05)對「顧客滿意度」呈顯著正向影響，故獲得回歸方程式為：Y(顧

客滿意)=7.191-1.063 X (品牌知名度)；實證結果最後判定「品牌知名度」對「顧

客滿意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即 H2獲得支持。 

4.5.3 驗證假設三 H3:「顧客滿意度」對「顧客購買意願」是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由迴歸 Anova 分析表，顯示 F=188.210(P=0.000<0.05)，因此得知此模式是顯著

的，表示至少有一個係數不是  0；因此繼續觀察迴歸分析表，顯示常數項 

7.191(P=0.000<0.05) 呈 顯 示 正 向 影 響 ， 自 變 「 顧 客 滿 意 度 」 係 數 為

-1.063(P=0.000<0.05)對「顧客購買意願」呈顯著正向影響，故獲得回歸方程式為：

Y(顧客購買意願)=7.191-1.063 X (顧客滿意度)；實證結果最後判定「顧客滿意度」

對「顧客購買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即 H3 獲得支持。 

4.5.4 驗證假設四 H4:「體驗行銷」對「顧客購買意願」是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由迴歸 Anova 分析表，顯示 F=188.210(P=0.000<0.05)，因此得知此模式是顯著

表 4-1 各變數 Pearson 相關分析 

變數名稱 體驗行銷 品牌知名度 顧客滿意度  顧客購買意願 

體驗行銷 1 0.486
**

 0.624
**

 0.614
**

 

品牌知名度 0.486
**

 1 0.604
**

 0.493
**

 

顧客滿意度  0.624
**

 0.604
**

 1 0.615
**

 

顧客購買意願 0.614
**

 0.493
**

 0.615
**

 1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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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示至少有一個係數不是  0；因此繼續觀察迴歸分析表，顯示常數項 

7.191(P=0.000<0.05)呈顯示正向影響，自變「體驗行銷」係數為-1.063(P=0.000<0.05)

對「顧客購買意願」呈顯著正向影響，故獲得回歸方程式為：Y(顧客購買意

願)=7.191-1.063 X (體驗行銷)；實證結果最後判定「體驗行銷」對「顧客購買意

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即 H4獲得支持。 

4.5.5 驗證假設五 H5:「品牌知名度」對「顧客購買意願」是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由迴歸 Anova 分析表，顯示 F=188.210(P=0.000<0.05)，因此得知此模式是顯著

的，表示至少有一個係數不是  0；因此繼續觀察迴歸分析表，顯示常數項 

7.191(P=0.000<0.05) 呈 顯 示 正 向 影 響 ， 自 變 數 「 品 牌 知 名 度 」 係 數 為

-1.063(P=0.000<0.05)對「顧客購買意願」呈顯著正向影響，故獲得回歸方程式為：

Y(顧客購買意願)=7.191-1.063 X (品牌知名度)；實證結果最後判定「品牌知名度」

對「顧客購買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即 H5 獲得支持。 

4.5.6 驗證「顧客滿意度」對「體驗行銷」與「顧客購買意願」是否具有中介影響 

本研究用迴歸分析已驗證 H1「體驗行銷」對「顧客滿意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及驗證 H3「顧客滿意度」對「顧客購買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以及 H4「體驗行

銷」對「顧客購買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接下來再利用層級迴歸來驗證「顧客

滿意度」對「體驗行銷」與「顧客購買意願」是否具有中介影響，根據報告中顯示

模型 1「體驗行銷」之迴歸係數β值顯示 0.614 ，顯著性 P=0.000<0.01，在模型 2

加進「顧客滿意度」之後「體驗行銷」之迴歸係數β值變成 0.0376，顯著性

P=0.000<0.01，實證結果得知「顧客滿意度」對「體驗行銷」與「顧客購買意願」

具有部份中介影響，即 H6獲得部份支持。 

4.5.7 驗證「顧客滿意度」對「品牌知名度」與「顧客購買意願」是否具有中介影

響 

本研究運用迴歸分析已驗證 H2「品牌知名度」對「顧客滿意度」具有顯著正向

影響及驗證 H3「顧客滿意度」對「顧客購買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以及 H5「品

牌知名度」對「顧客購買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接下來再利用層級迴歸來驗證

「顧客滿意度」對「品牌知名度」與「顧客購買意願」是否具有中介影響，根據分

析報告中顯示模型 1「品牌知名度」之迴歸係數β值顯示 0.493；顯著性

P=0.000<0.01，在模型 2加進「顧客滿意度」變數 之後「品牌知名度」之迴歸係數

β值變成 0.191，顯著性 P=0.005<0.01，得知「顧客滿意度」對「品牌知名度」與

「顧客購買意願」具有顯著中介影響，即 H7 獲得支持。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針對研究主題進行文獻以及依據學者相關理論與研究，逐步建構出符合

本研究構想之觀念性研究架構，並賦予各變數之操作性定義，以及引用與調整建立

適切之量表，根據回收之有效問卷，運用 SPSS 及 Amos 統計軟體執行信度與效度

統計分析。根據驗證結果，分別對本研究之整體研究架構之各項假設的驗證結果進

行說明。 

5.1 研究結果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便利抽樣方式針對新竹地區，包括新竹縣/市傳統

市場週邊之消費者進行樣本蒐集，並以立意方式進一步透過題項篩選出以符合本研

究主觀判斷所設定消費者曾經有體驗過護具並在二十歲以上有消費能力之研究對

象。回收之有效問卷進行統計分析，並經由線性結構方程模型進行路徑分析與中介

效果檢定。分析與檢定後結果，顯示本研究假設驗證 H1~H7 均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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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體驗行銷對顧客滿意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本研究經過線性迴歸分析結果實證，護具業之體驗行銷對顧客滿意度具有顯

著正向影響。根據相關研究實證結果與學者論述。王國棟 (2012)也證實體驗行銷

與遊客滿意度與重遊意願是兩兩有顯著正相關，再者林惠慈 (2013)指出體驗

行銷感受程度愈高，愈能影響顧客產生高度滿意度。因此，本研究與上述學

者相關研究與論述相呼應，亦獲得了相符的實證結果。 

5.1.2 品牌知名度對顧客滿意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本研究經過線性迴歸分析結果實證，護具業之品牌知名度對顧客滿意度具有

顯著正向影響。根據相關研究實證結果與學者論述，在李亞玲(2009)的品牌知名度

與品牌形象與顧客滿意之研究中，證實品牌知名度對顧客品質知覺有正相關的效

果。林學宏(2017）也證實品牌知名度與品牌形象對顧客滿意之研究有顯著正向影

響關係。因此，本研究與上述學者相關研究與論述相呼應，亦獲得了相符的實證結

果。 

5.1.3 顧客滿意度對顧客購買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本研究經過線性迴歸分析結果實證，護具業之顧客滿意度對顧客購買意願具有

顯著正向影響。根據相關研究實證結果與學者論述，吳昌憲、陳仕弦(2016)證實顧

各滿意度與忠誠度對顧客再購願有正向之影響關係。因此，本研究與上述學者相關

研究與論述相呼應，亦獲得了相符的實證結果。  

5.1.4 體驗行銷對顧客購買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本研究經過線性迴歸分析結果實證，護具業之體驗行銷對顧客購買意願具有

顯著正向影響。根據相關研究實證結果與學者論述，在杜強國（2015）研究中證實

體驗行銷與購買意願之間有正相關的關係；而體驗行銷對於有些行業之顧客來說是

否產生購買之意願確實是有顯著之影響關係。因此，本研究與上述學者相關研究與

論述相呼應，亦獲得了相符的實證結果。 

5.1.5 品牌知名度對顧客購買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本研究經過線性迴歸分析結果實證，護具業之體驗行銷對顧客購買意願具有

顯著正向影響。根據相關研究實證結果與學者論述，Hoyer and Brown (1990)對

於品牌知名度(brand awareness) 會影響消費者購買之意願；認為品牌知名

度會影響到消費者對於選擇產品或者是服務的第一印象。因此，本研究與上

述學者相關研究與論述相呼應，亦獲得了相符的實證結果。 

 5.1.6 顧客滿意度對體驗行銷及顧客購買意願具有部份顯著中介影響 

本研究經過層級迴歸分析結果實證，護具業之顧客滿意度對體驗行銷及顧客購

買意願具有部份顯著中介影響。根據相關研究實證結果與學者論述，在相關研究說

明企業之行銷模式依據中介理論，以體驗行銷其對顧客滿意度之影響，並能夠影響

顧客購買之意願。劉琬菁(2014)證實體驗行銷對滿意度具有部分顯著正向的影響。

因此，本研究與上述學者相關研究與論述相呼應，亦獲得了相符的實證結果。 

5.1.7 顧客滿意度對品牌知名度與顧客購買意願具有顯著中介影響 

本研究經過層級迴歸分析結果實證，護具業之顧客滿意度對品牌知名度及顧客

購買意願具有部份顯著中介影響。根據相關研究實證結果與學者論述，在相關研究

說明企業之行銷模式與品牌知名度依據中介理論，以品牌知名度其對顧客滿意度之

影響，並能夠影響顧客購買之意願 (林學宏 2017）。因此，本研究與上述學者相

關研究與論述相呼應，亦獲得了相符的實證結果。 

5.2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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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後續研究，可以蒐集全國性各區域之樣本進行研究，並可進一步探討樣本

結構不同分類之差異，除了可以全面瞭解臺灣地區使用護具的情形，亦可從中探討

不同產業在樣本結構分類下，探討體驗行銷與品牌知名度對顧客滿意度與顧客購買

意願或再購意願之差異與特別之處。並在具備充足樣本下合理推論到母體，讓樣本

更具代表性，精進研究結果之價值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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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倦怠相關影響因素之探討 
                                              

文  渝 謝宜君 安寶儀 

中國科技大學 中國科技大學 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研究生 企業管理系 企業管理系副教授 

wenfish5520@yahoo.com.tw   

摘要 
    本研究主要在瞭解第一線服務人員的工作倦怠情形，採取便利抽樣的方式進行

問卷調查，對象為各服務業的第一線服務人員。問卷共回收 300 份，有效問卷為

290 份。結果發現，情緒勞動越高者，其工作倦怠也越高；當知覺主管支持與知覺

同事支持越高，工作倦怠就越低；自我效能越高，工作倦怠就越低。 

關鍵字：工作倦怠 、情緒勞動 、知覺同事支持、自我效能、知覺主管支持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二十一世紀的年代，由於服務業的蓬勃發展，許多服務人員必須和顧客面對

面的接觸與溝通，在互動的同時，服務人員必須表達出讓顧客受到重視的感覺和情

緒，而第一線服務人員所給予顧客不再只是有形的商品，同時也包括了無形的服

務，其中此服務還涵蓋了在面對顧客時，必須傳達出符合企業或組織所要求的情緒

表達原則，用以增進和保持企業組織所希望給予顧客優良的服務品質。 

而在高度競爭的商業環境中，企業面對強烈的競爭壓力與挑戰，為了維持競爭

力，使得員工長期處於壓力環境之下，若工作壓力無法得到釋放，持續累積就容易

產生工作倦怠。因此在各產業中除了情緒勞動及工作倦怠外，主管以及同事的支持

和自我效能及薪資滿意都容易影響員工們在工作上的表現，所以我們將更近一步的

探討情緒勞動對工作倦怠之影響，及在工作中知覺主管支持、知覺同事支持、自我

效能和薪資滿意會對工作倦怠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將探討情緒勞動對工作倦怠之影響，以及在工作中

知覺主管支持、知覺同事支持、自我效能和薪資滿意會對工作倦怠帶來什麼樣的影

響，並以第一線服務人員為研究對象。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情緒勞動與工作倦怠之間的關係。 

(二)探討知覺主管支持、知覺同事支持、自我效能和薪資滿意對工作倦怠帶來的影

響。 

 

 

 

 

二、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探討情緒勞動與工作倦怠之關係，以及知覺主管支持、知覺同事支

持、自我效能和薪資滿意對工作倦怠之影響。 

2.1 工作倦怠 

工作倦怠的概念最初由臨床心理學者 Freudenberger 於 1974 年的研究中發現助

人工作者因為工作對於自身的能力、精力和資源是一種過度要求，並且知覺個人才

能耗盡、疲勞和面對工作束手無策呈負面的表現現象，他將工作倦怠定義為個人對

能力、精力及資源的過度需求，導致個人感到失敗、耗盡與精疲力竭呈負面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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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reudenberger 後，又有另外三位學者對工作倦怠不同的看法，分述如下。 

2.1.1 Cherniss 的三階段模式 

Cherniss(1980)以與服務人群有關的員工為研究對象，認為工作倦怠是工作壓

力、員工身心操勞與心理調適的一個轉換過程，包含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工作

要求與個人所擁有的資源產生不平衡(壓力，stress)；第二階段為個人對這樣的不平

衡所做的立即、短暫的情緒反應(身心操勞，strain)；第三階段便是一連串的態度與

行為的改變(防衛因應，defensive coping)。因此工作倦怠又可被定義成：員工擺脫

從工作中經驗到的壓力與身心操勞的過程。 

2.1.2 Pines 與 Aronson 的看法 

Pines 與 Aronson(1988, 1981)認為工作倦怠是個體長期處在一個需要高度情緒

要求的情境下，所引發體能的(physical)、情感的(emotional)與心智的(mental)耗竭，

通常專心投入專業助人事業、具理想主義、期望工作能為生活帶來意義的人，最可

能發生工作倦怠。 

2.1.3 Maslach 與 Jackson(1981)提出的工作倦怠 

包含三個層面：情緒耗竭(emotionalexhaustion)、去個人化(depersonalization)、

降低個人成就感(reduced personalaccomplishment)，情緒耗竭是指是指與他人接觸

時，因為身體和心理無法應付工作的要求，而感到精疲力竭，失去興趣與無力感等

現象；去人性化是指個體以消極冷漠的態度與人互動；降低個人成就感是指個體不

滿意自己的工作表現，對整體工作失去動力或成就感降低。 

2.2 情緒勞動 

Hochschild(1983)提出情緒勞動是「員工在眾人面前對於情感所進行的管理，

以便製造符合情境需求的臉部表情或動作」，包含了兩種機制：表層演出(surface 

acting)及深層演出(deep acting)；Ashforth 與 Humphrey (1993)將情緒勞動定義為「表

現合適的情緒行為，目的在於為了要達到組織的目標」；Morris 與 Feldman(1996)

對情緒勞動的定義為「在人際交流時，為表達組織要求的情緒所需的努力、計畫與

控制」，藉由上述學者的觀點 Grandey(2000)整合後認為情緒勞動是「員工為了組織

目標而調整感受與情緒表達的歷程」。 

大多數的研究者認為情緒耗竭是工作倦怠的關鍵，也是工作倦怠過程的第一個

階段(Cordes & Dougherty, 1993)，工作倦怠(特別是情緒耗竭)的出現通常跟高層的

工作需求有關，而組織對員工或工作角色的期望也會造成專業倦怠 (Cordes& 

Dougherty, 1993)。在 Hochschild(1983)的分類中屬於高情緒勞動者，比較容易有工

作倦怠，且所感受到的專業倦怠也會比其他低情緒勞動者還要高。Morris 與

Feldman(1996)認為情緒勞動與工作角色最有關聯，當需要表達的情緒愈多樣時，

愈容易產生工作倦怠。 

2.3 知覺主管支持、知覺同事支持 

Kottke 與 Sharafinski(1988)依照 Eisenberger 等人(1986)的觀點，部屬能感受到

主管重視、欣賞其工作貢獻與關心其福祉的整體知覺印象程度。也就是說，員工知

覺主管支持的程度越高，表示其在工作場域中，主管給予他的協助與關懷愈多，且

主管能肯定員工的奉獻。知覺同事支持則是受到外在的情景所影響，較無階級差

異、較頻繁，但是可提供的資源較少。  

主管本身有著正式的獎懲權力與可運用的資源，故來自於主管的高度支持應能

強化服務人員的外在工作動機(Deci & Ryan, 1985)。同事因為與服務人員較常互

動、較易尋求協助，且可能經歷過相似的觀點與感受，故來自於同事的支持應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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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支持更有助於緩衝工作情緒要求的負面影響(Peeters & Le Blanc, 2001)。 

若與主管相比，服務人員與同事地位差距較小，相處的時間較長，有較多的互

動機會(Karatepe et al., 2010)，故受同事的影響也較為直接(Susskind et al., 2003)。基

於前述，高度的同事支持能創造良好的人際互動情境，且服務人員較常與同事互

動，深層演出的服務人員更容易獲得同事的支援，進而減緩其認知與情緒資源的耗

損，進而專注在服務績效的展現上。主管由於權責與工作內容差異之故，較不容易

設身處地地理解服務人員的感受(Raabe & Beehr, 2003; Susskind et al., 2003)。預期主

管支持對深層演出的服務人員而言，其效果不如同事支持。 

2.4 自我效能 

Bandura(1977)認為個體對自身完成某項任務或工作行為之控制能力的信念，所

涉及的不僅是能力本身，更重要的是個體是否能利用所擁有的能力去完成工作行為

的自信程度。Wood, Bandura, & Bailey(1990)認為自我效能來自下列四種類型：(1)

過去的成功經驗、(2)模仿或替代學習、(3)言語或社會勸說、(4)生理或情緒的狀態。

Bandura 提出自我效能的四個作用，主要表現在行為選擇、努力程度與堅持性、應

對方式及情緒反應與預測績效等。 

自我效能對五個項目會帶來影響，分別是任務目標、努力程度、持續力、適應

力和績效。這五個項目皆會影響到員工對工作的表現，而自我效能會影響個體在面

對威脅與壓力情境時的情緒與情感反應(Wood, Bandura, & Bailey, 1990)。自我效能

越高者在經歷威脅與壓力情境時，不僅較不會緊張與害怕，甚至還能展現出正向積

極的態度，就不容易造成工作倦怠；相反的，自我效能越低者在經歷威脅與壓力情

境時，較容易產生緊張與害怕，對工作倦怠的影響就越高，所以我們認為自我效能

對工作倦怠有負向的影響。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與假說 

本研究旨在探討情緒勞動、知覺主管與同事支持、自我效能對工作倦怠的影

響，根據研究動機、目的及文獻回顧，歸納出本研究之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 

 

根據上述研究架構，本研究提出下列假說： 

假設 1：情緒勞動與工作倦怠有顯著關係。 

假設 2：知覺主管支持與工作倦怠有顯著關係。 

假設 3：知覺同事支持與工作倦怠有顯著關係。 

假設 4：自我效能與工作倦怠有顯著關係。 

3.2 研究程序 

情緒勞動 工作倦怠 

 

知覺主管支持 

知覺同事支持 

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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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取便利抽樣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透過小組的方式，搜尋適合之樣

本，並由師長協助以擴大樣本範圍，增加樣本來源與數量。在問卷發放的方面，以

口頭方式與受訪企業與員工之受測意願，再將問卷送至受測者手中，且採當場發放

當場回收的形式。於填答問卷的引導語中，告知受測者填答資料僅作為學術之用，

保證資料絕無對外公開，或揭露相關訊息，以保護個人隱私，並以匿名方式進行調

查，以提高受測者填答意願與問卷回收率。  

 

 問卷調查時間為兩個星期，於 2017 年 12 月中旬發放至 2017 年 12 月底，共計

發放 300 份紙本問卷，紙本問卷回收率為 100%。經由篩檢無效及填答不完整之 10

份問卷後，最終獲得 290 份有效問卷，其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96.6%。 

3.3 研究變項之定義與衡量 

為減低共同方法變異的影響，參考 Podsakoff and Organ（1986）提出的事前預

防方法，藉由問卷的排序方式，使受試者較無法辨別研究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本

研究的問卷編排，第一部份為情緒勞動、知覺同事支持和自我效能；第二部份為工

作倦怠、知覺主管支持和薪資滿意；第三部分為個人資本資料。此外，本研究所採

行之量表均為國外學者發展而成，並經過多位學者實際應用於學術研究上，故可確

保其信度與內容效度。各變項之操作型定義、衡量量表、題項與信度分述如下： 

 

3.3.1 情緒勞動 

情緒勞動量表採用 Adelmann(1989)以及 Schaubroeck and Jones(2000)的量表發

展而成，量表分兩部分，一為「正向情緒表達」共四題，包括我會表現出熱忱的模

樣，讓顧客對產品產生良好印象；我必須表達關懷的態度，使顧客感覺受到關心與

照顧；我要保持微笑，主動給予顧客親切的服務；我需要藉由言語取悅顧客，來讓

顧客願意購買產品。二為「負向情緒表達」共四題，包括我會盡力隱藏自己不愉快

的心情，以親切的態度為顧客服務；即使明知顧客無理，我仍會壓抑住心中的不滿、

不表現出來；工作時，我會努力把自己的好惡隱藏起來，不予表達；若工作時發生

不愉快，我會忍氣吞聲、隱忍不發。 

在量表的設計上，乃是請受試者針對八個情緒勞動的題目，評定該敘述是否達

工作上的要求或期待。倘若受試者在「正向情緒表達」上給予較高的評定，即表示

受試者認為表達正向情緒是工作要求的一部分，在工作中必須確實做到；倘若受試

者在「正向情緒表達」上給予較低的評定，即表示受試者認為表達正向情緒並非工

作要求的一部分，在工作中做不到也無妨。同理，倘若受試者在「負向情緒表達」

上給予較高的評定，即表示受試者認為克制負向情緒表現是工作要求的一部分，應

確實做到；倘若受試者在「負向情緒表達」上給予較低的評定，即表示受試者認為

克制負向情緒表現並非工作重點，做不到也不會對工作表現造成嚴重影響。 

在衡量尺度方面，採用李克特六點衡量尺度，依受測者所回答的同意程度給予

計分，其評分方式為 1「非常不同意」、2 表「不同意」、3 表「有點不同意」、4 表

「有點同意」、5 表「同意」、6 表「非常同意」，其 Cronbach’s α值則為 0.917。 

 

 

3.3.2 工作倦怠 

本研究是引用 Maslach 和 Jackson(1981)的觀點，包括情緒耗竭、去人性化及降

低個人成就感三個子構面。情緒耗竭指個體在工作過程中與他人互動，因為身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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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無法應付工作的要求，而感到精疲力竭、失去興趣與無力感等現象。去人性化

指個體以消極冷漠的態度與人互動，將同事或服務的對象視之為「物」對待。降低

個人成就感是指個體不滿意自己的工作表現，對整體工作失去動力或成就感降低。 

量表來源則是採用 Maslach 等人(1986)編製的馬氏職業倦怠量表(MBI)，共八

題，包括情緒耗竭四題，在工作一天之後，我總覺得精疲力竭；我對目前的工作有

挫折與無力感；每天起床，想到又要面對工作，就讓我感到疲倦；現在的工作使我

精神緊繃、心力交瘁。去人性化兩題，我對目前的工作，熱忱逐漸消失、興趣漸漸

降低；我只想要把自己的工作完成，同事們的問題我不感興趣。低成就感兩題，我

覺得公司即使沒有我的付出，仍然運作如常；我再怎麼努力也不會受到主管的肯定。 

在衡量尺度方面，採用李克特六點衡量尺度，依受測者所回答的同意程度給予

計分，其評分方式為 1「非常不同意」、2 表「不同意」、3 表「有點不同意」、4 表

「有點同意」、5 表「同意」、6 表「非常同意」，其 Cronbach’s α值則為 0.887。 

 

3.3.3 知覺同事支持 

本研究則使用 Ganster, Fusilier and Mayes(1986)之量表，共三題，包括同事願

意幫助我，使我的工作能更順利完成；同事願意幫助我，使我的生活過得更好；遇

到困難的問題時，我可以信任同事幫我解決問題。 

在衡量尺度方面，採用李克特六點衡量尺度，依受測者所回答的同意程度給予

計分，其評分方式為 1「非常不同意」、2 表「不同意」、3 表「有點不同意」、4 表

「有點同意」、5 表「同意」、6 表「非常同意」，其 Cronbach’s α 值則為 0.845。 

 

3.3.4 知覺主管支持 

本研究使用 Rhoades 等人(2001)的量表做為測量工具，共三題，包括當我在執

行工作時，會得到主管的支持；我的主管會採納我的意見；當我需要幫助時，主管

會提供我適時的協助。 

在尺度衡量方面，採用李克特六點衡量尺度，依受測者所回答的同意程度給予

計分，其評分方式為 1「非常不同意」、2 表「不同意」、3 表「有點不同意」、4 表

「有點同意」、5 表「同意」、6 表「非常同意」，其 Cronbach’s α 值為 0.851。 

 

3.3.5 自我效能 

本研究是引用 Bandura(1977)的定義：指個體對自身完成某項任務或工作行為

之控制能力的信念，所涉及的不僅是能力本身，更重要的是個體是否能利用所擁有

的能力去完成工作行為的自信程度。量表來源則採用 Jex & Bliese(1999)所發展出來

的量表，共四題，包括我可以達成我自己設定的大部分目標；我相信，大部分的時

候，只要我努力，我就會成功；我可以成功的克服許多挑戰；即使當任務很棘手時，

我也能有不錯的表現。 

在尺度衡量方面，採用李克特六點衡量尺度，依受測者所回答的同意程度給予

計分，其評分方式為 1「非常不同意」、2 表「不同意」、3 表「有點不同意」、4 表

「有點同意」、5 表「同意」、6 表「非常同意」，其 Cronbach’s α 值為 0.875。 

 

四、研究結果 
本章主要針對問卷調查資料，所做的統計分析處理，就其結果提出說明。 

4.1 研究樣本基本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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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就研究樣本所填答之問卷第三部份個人資料，進行次數分配、百分比等

描述性統計說明，表 1 為研究樣本個人及家庭背景分析。 

 

表 1 研究樣本基本資料分析 

變項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39 47.9% 

 女 151 52.1% 

年齡 16 到 20 歲 83 28.6% 

 21 到 25 歲 116 40% 

 25歲以上(不含 25歲) 91 31.4% 

學歷 高中職 46 15.9% 

 大專大學 227 78.3% 

 研究所以上 17 5.9% 

婚姻 已婚 46 15.9% 

 未婚 244 84.1% 

年資 半年以下(不含半年) 23 7.9% 

 半年到 1 年 79 27.2% 

 1 年以上 188 64.8% 

工作性質 正職 115 39.7% 

 工讀 158 54.5% 

 臨時 6 2.1% 

 其他 11 3.8% 

N=290 



4.2 相關分析 

本研究各變項之相關係數如表 2 所示，在各構面之關係上，情緒勞動與工作倦

怠之相關係數 r = 0.13(p < .05)，呈現正相關且達顯著水準，顯示受測者感到情緒勞

動的程度越高時，其較容易展現工作倦怠。工作倦怠與知覺同事支持為反向關係，

表示知覺同事支持越高，工作倦怠就越低。工作倦怠與自我效能為反向關係，表示

自我效能越高，工作倦怠就越低。工作倦怠與知覺主管支持為反向關係，表示知覺

主管支持越低，工作倦怠就越高。 

 

表 2 研究變項之平均數、標準差及相關係數矩陣 

變項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4) (5) 

(1)工作倦怠 3.22 0.96 1     

(2)情緒勞動 4.51 0.92 .13* 1    

(3)知覺同事支持 4.62 0.89 -.16** .32** 1   

(4)自我效能 4.58 0.88 -.13* .47** .57** 1  

(5)知覺主管支持 4.32 0.95 -.21** .19** .29** .41** 1 

*p<0.05, **p<0.01。 

 

4.3 迴歸分析 

本節採用迴歸法進行分析，以瞭解自變項「情緒勞動」、「知覺主管支持」、

「知覺情緒支持」與「自我效能」對依變項「工作倦怠」是否有顯著影響，茲依據

表 3 迴歸分析結果，說明於下。 

 

迴歸式：工作倦怠=3.912－0.207＊(知覺主管支持)＋0.239＊(情緒勞動)   

                      －0.190＊(知覺同事支持)－0.146＊(自我效能) 

 

    由表 3 得知，置入控制變項（年齡、學歷、婚姻、年資與工作性質）後，再置

入自變項於迴歸模型中，得到情緒勞動 β 係數為 0.239 (p<.001)，情緒勞動可以顯

著正向預測工作倦怠，因此假設 1 獲得支持，表示員工的情緒勞動與工作倦怠有正

向關係，員工情緒勞動越高，工作倦怠越高。知覺主管支持、知覺同事支持、自我

效能可以顯著負向預測工作倦怠，因此假設 2、3、4 獲得支持，表示員工的知覺主

管支持、知覺同事支持、自我效能與工作倦怠有負向關係，員工知覺主管支持程度

越高、知覺同事支持程度越高、自我效能越高，則員工的工作倦怠越低。  

 

 

表 3 迴歸分析分析摘要表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VIF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 Beta 分配 

常數 3.912 .369  1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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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主管支持 -.207 .060 -.204 -3.459*** 1.109 

情緒勞動 .239 .062 .230 3.864*** 1.133 

知覺同事支持 -.190 .066 -.178 -2.900** 1.199 

自我效能 -.146 .064 -.133 -2.282* 1.878 

調整後 R 平方 .094 
    

R 平方改變量 0.075 
    

應變數：工作倦怠。 *p<0.05, **p<0.01, ***<0.001。 

五、結論與建議 
    本章主要說明研究結果以及未來研究建議。本章共分為二節：第一節為研究結

果之探討；第二節依據研究結果，提出未來研究建議。 

5.1 研究結果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情緒勞動、知覺主管支持、知覺同事支持及自我效能對工

作倦怠之關係。在我們的蒐集與資料分析後，我們發現不同的性別、年齡、年資、

工作性質、學歷，對於情緒勞動方面並不像預測中的那麼突出，但我們卻發現到不

同的婚姻狀況與情緒勞動之間有顯著的相關，這表示不同的婚姻狀況在工作職場上

對於情緒勞動都有著不同的感受。在於工作倦怠方面，不同的性別、婚姻狀況、年

資及工作性質對於工作倦怠之間的關係並不顯著，表示員工並不會因為性別、婚姻

狀況、年資及工作性質的不同而產生了工作倦怠。 

另外，在情緒耗竭方面，年齡層、婚姻狀況及學歷的不同與情緒耗竭行為之間

為顯著，這表示了員工在年齡層的高低不同產生出情緒耗竭的行為。由此可見年齡

較輕的社會新鮮人，在進入社會所面對的問題及經驗較為不足，所以在情緒耗竭方

面影響較大。低成就感方面，年齡層及學歷的不同與低成就感之間為顯著，這表示

年齡層和學歷程度較輕的社會新鮮人，容易因為經驗的不足或挫折等對工作上產生

低成就感導致在工作上失去了信心並降低對工作的動力。 

在知覺同事支持方面，性別對知覺同事支持達到顯著差異，所以在知覺同事

支持上會因性別的不同而有所改變，且分析結果顯示女性大於男性，也就是說女

性員工較容易因為得到主管的支持而在工作上有更好的表現。 

本研究發現，當第一線服務人員長時間進行情緒勞動，亦指需常常花費心力

去調整情緒，如此容易產生心理上的不適，而形成情緒耗竭的程度越嚴重。

Hobfoll(1989)、Hobfoll and Shirom(2001)提出的資源保存理論可以輔助說明此研

究結論，也就是當個人在面對長時間的情緒勞動所造成之工作負荷增加時，若無

內在、外在的資源加入支撐心理感受時，便會感受到工作倦怠。而許多研究也指

出，情緒勞動的程度越高對於工作倦怠的嚴重度是有正向的關係(李佳勳，2008；

陳善嶸，2007)。 

員工知覺主管支持程度會調節情緒勞動與工作倦怠的正向關係，於本研究中

並未獲得支持。此結果研究與李佳勳（2008）的研究不符合，他的研究發現員工

知覺主管支持能夠減緩情緒勞動與情緒耗竭的正向關係。試探討兩者的差異為李

佳勳（2008）的研究樣本包含眾多產業的全職員工，而本研究的樣本為各產業的

第一線服務人員，第一線服務人員常需要獨自直接面對客戶，而負向情緒事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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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時的情緒勞動屬於員工短期、內在即時的心力調整過程，且主管不見得隨時都

能讓員工在情緒勞動的當下感受到支持的力量，因此員工知覺主管支持程度會調

節情緒勞動與情緒耗竭的正向關係，於本研究中並未獲得支持，不過這部分推論

需要證實研究的證實。但是本次研究也發現知覺主管支持能直接顯著負向預測情

緒耗竭，這提供後續管理涵義探討思考的方向。 

5.2 建議 

本研究探討情緒勞動對工作倦怠之影響，推測會產生工作倦怠是因為知覺主管

支持、知覺同事支持及自我效能影響之結果。情緒勞動和工作倦怠對組織所造成之

影響，像是員工表現出負面情緒給顧客、對工作產生疲勞，甚至對工作束手無策呈

負面的表現現象等，以上都會嚴重影響到組織未來的發展，甚至影響到員工本身，

這些行為已經普遍發生在各企業中。因此，這考驗著企業能不能妥善處理並解決員

工因為情緒勞動而產生的工作倦怠，是企業不可再忽視之課題。 

    以知覺主管支持和知覺同事支持之觀點來看，員工會因為在工作上得到同事或

主管的支持而有不同的表現，但是員工可能無法在第一時間出現負向情緒或是遇到

難關時就得到主管及同事的支持，所以我們覺得主管及同事可以在平常對他們展現

多一點的關心，使員工在長時間下也能明白有人在背後給予力量而減少工作倦怠的

發生，另一方面組織應給予員工持續的訓練，讓員工在沒有得到支持下還能如期的

達成組織的目標，再來員工也應該自己找尋屬於自己的紓壓的方式，但前提是不能

影響到工作或是損害公司的名聲。 

以自我效能的觀點來看，員工在工作上可能會因為過去的經驗或是透過對他人

的學習提供了比較和判斷自己的能力目標，而在工作上自我效能是呈現自己是否能

利用所擁有的能力去完成工作行為的自信程度，所以我們認為管理者可以鼓勵員工

從每次錯誤中學習，把錯誤視為加速學習的機會，並透過任何管道與方式來表揚員

工，讓員工了解到自己也是組織內部的一份子，也能因此感受到自己有被肯定的榮

譽感，也很願意來為組織有所付出，並給顧客更高的服務品質，而不要過於苛責員

工甚至懷疑員工的工作能力，這樣可以降低員工工作倦怠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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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資料取自公開資訊觀測站、台灣經濟新報(T.E.J)及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

場發展基金會，期間為2014年至2016年，對象為台灣上市、上櫃之公司。本研究為

探討公司治理、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經營績效相互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1) 公

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呈部分正向影響; (2)公司治理與經營績效呈部分正向影

響;(3)企業社會責任與經營績效呈部分正向影響。 

關鍵字:公司治理、企業社會責任、經營績效 

一、 緒論 
1.1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國內外企業陸續爆發財務弊案，不但造成投資人損失，亦造成經濟動

盪，世界各國也因而更加關注於公司治理之議題。我國亦於 92年 1 月 7日成立『改

革公司治理專案小組』，要求公司設置獨立董事外，並分階段強化各功能性委員會

之設置，強化關係人交易之決策與揭露、引進投資人保護措施及提高公司透明度

等，台灣證券交易所也成立「公司治理中心」，負責整合統籌規劃公司治理及資訊

揭露相關事宜來提升上市上櫃公司對公司治理的實踐。 

加上近年來發生諸多的食安事件，更促使政府制訂監管政策。首先，金管會於

2014年 9月 18日宣布，要求食品工業、化學工業、金融保險業、餐飲收入占其全

部營業收入之比率達百分之五十以上，及股本達新台幣一百億元以上之上市、上櫃

公司，自 2015年起強制規定編製與申報中文版本之 CSR報告書。同年 11月台灣證

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則修正發布『上市上

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內容包含落實推動公司治理，發展永續環境、維

護社會公益、加強 CSR 資訊揭露等為 CSR 實踐之重要面向。 

企業為追求永續經營，在公司治理方面，除了致力於股東極大化財富及兼顧利

害關係人之利益外，必須履行企業社會責任，進而創造提升公司績效。因此，本研

究將延續先前學者的研究進一步探討：公司治理對企業社會責任之影響？良好的公

司治理是否能提升公司經營績效？具備企業社會責任之公司，是否具較佳之經營績

效？  

1.2研究目的 
經由上述的研究背影與動機可以延伸出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1.分析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聯性。 

    2.探討公司治理對公司經營績效之影響。 

    3.探討企業社會責任對公司經營績效之影響。 

    4.提供投資人在進行投資決策，以及企業或政府在制定國家政策或企業策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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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 

      參考。 

二、文獻探討 
2.1公司治理 

中華公司治理協會(2000)將公司治理定義為「是一種指導及管理的機制，並落

實公 

司經營者責任的過程，在兼顧其他利害關係人的利益下，經由加強公司績效，保障

股東的權益。」 

2.2企業社會責任 

    Carrol於1991年提出金字塔模型理論，將企業社會責任之功能歸納為四種類

型：經 

濟責任、法律責任、道德及慈善責任，強調企業之功能不再僅以替股東賺取利潤為

主， 

更須兼顧上述四項企業社會責任。 

2.3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 
    Pieter and Tobias (2008)認為當企業最大股東為外資機構持股者、國內政府

持股者或金融機構持股者時，企業之公司治理策略會更加納入企業社會責任議題。

黃瓊瑤（2009）以家族企業為例，探究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關係，結果發現

家族控制企業與企業社會責任有顯著的正相關。張崇銘（2011）也發現相較於規模

較小的企業，企業規模愈大則擁有更多的資源可進行社會活動，對企業社會責任各

項績效大多呈現正向關係。 

2.4公司治理與公司經營績效 

    洪晨桓（2012）研究認為董事持股比例愈高時，董事越會注意特權消費等不利

於公司價值的行為，避免公司產生額外的成本或損失，影響自身權益。陳育斌（2013）

研究指出董事長兼任總經理的公司，可有效發揮內部控制機制，具有降低發生重大

內部控制缺失機率的效果，進而提升財務報導與審計品質。陳冠達（2015）研究結

果發現：當董事會規模及董事持股比例愈大時，公司績效愈佳，兩者呈現正相關；

董事長與CEO的教育程度對公司績效皆呈正相關；CEO任職期間、平均薪酬及持股

比例與公司績效呈正相關。 

2.5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經營績效 

    Chen et al.（2013）發現企業投入社會責任活動可以增加公司價值與營運績效

外，亦有助改善資源運用效率減少浪費，使得營運成本出現明顯下降。楊馥如、王

偉權、張曉楨、李念慈（2014）研究結果顯示，企業社會責任中的企業承諾與資產

報酬率、股東權益報酬率及市場報酬率皆呈現正相關；總、分公司治理及社會參與

對資產報酬率及股東權益報酬率呈現正相關；而環境保護只對股東權益報酬率呈現

正相關。 

二、 研究設計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公司治理、企業社會責任與經營績效之間的關聯性。以

下進一步說明本研究之研究設計，包含研究流程、研究假說、研究期間、樣本選取、

研究變數，以及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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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研究流程 
研究流程如圖3-1 

 

 

 

 

 

 

 

 

 

 

 
圖 3-1研究流程圖 

 

3.2研究假說 
    依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的結果，提出研究假說如下: 

3.2.1 假說1 公司治理對企業社會責任有正向影響 

    假說1-1 董事會規模對企業社會責任有正向影響 

    假說1-2 獨立董事人數比例對企業社會責任有正向影響 

    假說1-3 董事兼任占經理人比例對企業社會責任有正向影響 

    假說1-4 機構投資人持股比例對企業社會責任有正向影響 

    假說1-5 董、監事持股比例愈高對企業社會責任有正向影響 

    假說1-6 經理人持股比例對企業社會責任有正向影響 

3.2.2 假說2 公司治理對公司經營績效有正向的影響 
    假說2-1 董事會規模對公司經營績效有正向影響 

    假說2-2 獨立董事人數比例對公司經營績效有正向影響 

    假說2-3 董事兼任占經理人比例對公司經營績效有正向影響 

    假說2-4 機構投資人持股比例對公司經營績效有正向影響 

    假說2-5 董、監事持股比例愈高對公司經營績效有正向影響 

    假說2-6 經理人持股比例對公司經營績效有正向影響 

3.2.3 假說3-1 企業社會責任對公司經營績效有正向的影響 

    假說3-1-1 企業社會責任總分對公司經營績效有正向影響 

推  論  結  果 

迴  歸  分  析 

敘述性統計、相關分析 

樣 本 選 取 

       資 料 收 集 與 整 理 

整理文獻、建構假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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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說3-1-2 公司治理對公司經營績效有正向影響 

    假說3-1-3 企業承諾對公司經營績效有正向影響 

    假說3-1-4 社會參與對公司經營績效有正向影響 

    假說3-1-5 環境保護對公司經營績效有正向影響 

     假說3-2 企業社會責任對公司經營績效有負向的影響 
3.3研究樣本 
3.3.1 研究期間 

本研究之研究期間為 2014 年至 2016 年，採用此研究期間主要在於，臺灣證券

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證交所)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於 2010

年發布「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及「上市上櫃公司誠信經營守則」，

以引導台灣的上市櫃公司能夠實踐企業社會責任並落實誠信經營，強化企業永續發

展。另於 2013年公布「2013強化我國公司治理藍圖」，作為本國推動公司治理及

社會責任政策之指引。2014年證交所也加入了世界交易所聯合會(簡稱 WFE)的永

續工作小組，藉由與國際接軌，加快我國企業投入社會責任的腳步。對國內企業而

言，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自 2014年後有較明確、完整的規範與引導。 

3.3.2 選樣標準 

1.為台灣證券交易所公開上市、上櫃公司。 
2.在研究期間內有完整市場交易資料與財務資料可以取得者。 

3.在研究期間內公司營運正常，未曾發生危機而列入全額交割股或下市者。 

4.金融保險業之財務結構與其他產業差異極大，為了避免研究變數計算的問題， 

  必須排除金融保險業上市公司樣本。   

5.排除上市、上櫃未滿一年之樣本公司。 

3.4研究變數 
3.4.1經營績效(OP) 

    股東權益報酬率(ROE)、總資產報酬率(ROA)、每股盈餘(EPS)、營收成長率

(SGR)、托賓Q (Tobin's Q)。 

3.4.2 公司治理(CG) 

    董事會規模(Board Size)、獨立董事人數比例(IND)、機構投資人持股比例 

(ISHOLD)、董、監事持股比例(INHOLD)、經理人持股比例(CEOHOLD)、董事兼

任占經理人比例(INCEO)。 

3.4.3 企業社會責任(CSR) 

    公司治理(CG)、企業承諾(CP)、社會參與(SP)、環境保護(EP)。  

3.4.4 控制變數 

  公司規模（SIZE)、研究發展費用率（RD)、負債比率（Debt ratio)。 

3.5研究方法  
3.5.1 敘述性統計 

3.5.2 相關分析 

    本研究擬以皮爾森（Pearson）相關係數估計並檢定自變數間是否具有顯著的

共線性。當相關係數值為 0時，表示兩變數間無線性相關，相關係數值大於 0 時，

表示兩變數間為正相關，若相關係數值小於 0，則變數間為負相關（以 P-Value判

定相關係數是否達到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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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迴歸模型 

(1)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關聯性： 
 CSRi,t = β0 + β1CGi,t–1 + β2SIZE i,t–1 + β3RDi, t–1 + β4Debti,t –1 + εi,t 

(2)公司治理機制對公司經營績效(OP)之可能影響: 
     OP i,t =β0 + β1CGi,t–1 + β2SIZE i,t–1 + β3RDi, t–1+ β4Debti,t –1 + εi,t 

(3)企業社會責任對於公司經營績效(OP)之影響: 
     OP i,t =β0 + β1CSRi,t–1 + β2SIZE i,t–1 + β3RDi, t–1 + β4Debti,t –1 + εi,t 

四、實證研究分析 
4.1敘述性統計 

由表 4-1可得知，企業社會責任(CSR)變數方面：其公司治理(CG)，企業承諾

(CP)、社會參與(SP)、環境保護(EP)及 CSR 總分等分數，其平均數均在 8 分左右，

標準差皆在 60%上下，最小值和最大值差距在 3至 4之間，顯示天下企業公民 TOP50

所公佈的企業在履行 CSR 各方面較為確實。在公司治理(CG)變數方面：董事會規

模的平均數為 2.1931，機構投資人持股比例平均數為 62.5458%，比例最高；而董、

監事持股比例及經理人持股比例平均數則分別為 19.3102%及 1.0564%，顯示機構投

資人在公司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經營績效(OP)方面：以股東權益報酬率(ROE)

的平均數為 12.3059%為最高，Tobin’s Q 的平均數則為 1.3693，整體而言表現尚可。

在控制變數方面：研發費用率的平均數為 3.1593%，負債比率的平均數為 43.541%，

顯示在投入研發及資本結構健全面應加強。  

表 4-1  敘述性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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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相關分析 
本研究採用 Pearson 相關係數分析各變數間的相關性。分析結果如表 4-2，由

分析發現各自變數間多數的相關係數在 0.4 以下，並無共線性之間題。企業社會責

任與獨立董事人數比例及機構投資人持股比例呈顯著正相關；與董事會規模呈正相

關；而與董、監事持股比例、經理人持股比例、董事兼任占經理人比例則呈負相關。

此外，獨立董事人數比例及機構投資人持股比例與經營績效呈正相關；董事會規模

則除與 Tobin’s Q 呈正相關外，與其他經營績效變數間均呈負相關；經理人持股比

例及董事兼任占經理人比例除與 Tobin’s Q 呈負相關外，與其他經營績效變數間均

呈正相關。企業社會責任除公司治理變數外，其他變數均與經營績效呈正相關。

變       數 樣本 平均數 中位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企業社會責任  

公司治理 179 8.3301 8.4000 .70257 6.88 9.75 

企業承諾 179 7.9735 8.0000 .60059 6.00 9.54 

社會參與 179 8.1023 8.2000 .67702 6.10 9.43 

環境保護 179 8.2417 8.3000 .69773 6.07 9.64 

CSR 總分 179 8.16146 8.13000 .568521 6.910 9.409 

公司治理       

董事會規模 179 2.1931 2.1972 .33221 1.39 3.04 

獨立董事人數比例 179 .2896 .2857 .13446 0.00 .63 

機構投資人持股比例 179 62.5458 65.1800 20.46182 10.38 96.90 

董、監事持股比例 179 19.3102 13.9100 15.96848 1.09 69.80 

經理人持股比例 179 1.0564 .3800 1.74691 0.00 9.13 

董事兼任占經理人比例 179 20.8804 14.2900 18.45971 0.00 80.00 

經營績效       

股東權益報酬率 179 12.3059 10.6600 7.51988 -5.17 36.18 

總資產報酬率 179 7.2855 6.1600 5.51252 -5.17 20.68 

每股盈餘 179 4.0778 2.7900 4.17581 -1.12 25.85 

營收成長率 179 2.0640 1.5800 13.09859 -41.96 47.64 

托賓 Q 179 1.3693 0.93 1.2801 0.21 11.89 

控制變數       

公司規模 179 17.8995 17.8500 2.17357 13.88 22.82 

研發費用率 179 3.1593 1.9000 4.29915 0.00 29.77 

負債比率 179 43.5410 38.6400 23.88319 0.42 9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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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Pearson 相關係數表 

 CG CP SP EP CSR BOARD IND ISHOLD INHOLD CEOHOLD INCEO ROE ROA EPS SGR TobinQ  SIZE RD Debt 

CG 1                   

CP .596** 1                  

SP .455** .764** 1                 
EP .554** .697** .725** 1                
CSR .773** .888** .863** .876** 1               
BOARD .361** .100 .106 .112 .206** 1              
IND .418** .346** .161* .263** .349** -.162* 1             
ISHOLD .432** .354** .338** .391** .446** .483** .090 1            
INHOLD -.035 -.220** -.241** -.215** -.208** .098 -.097 .233** 1           
CEOHOLD -.211** -.245** -.277** -.245** -.287** -.153* -.064 -.359** -.090 1          
INCEO -.289** -.139 -.047 -.016 -.145 -.371** -.259** -.329** -.198** .364** 1         
ROE .044 .235** .186* .217** .197** -.141 .182* .171* .021 .133 .121 1        
ROA -.015 .149* .026 .131 .081 -.250** .163* .092 .197** .194** .178* .813** 1       
EPS .048 .205** .172* .163* .171* -.083 .037 .195** -.089 .009 .219** .608** .592** 1      
SGR -.011 .169* .185* .170* .150* -.089 .113 .113 -.040 .070 .098 .431** .279** .231** 1     
Tobin Q 

.095 .162* .085 .113 .129 .026 .095 .305** .090 -.047 -.062 .602** .578** .359** .081 1    
SIZE .455** .369** .444** .455** .513** .429** .140 .463** -.372** -.320** -.209** -.055 -.378** .062 .103 -.104 1   

RD -.095 .044 -.100 -.027 -.057 -.378** .166* -.191* -.106 .254** .250** .073 .310** .199** .012 .504 -.242** 1  

Debt .088 .067 .230** .077 .141 .207** -.021 .013 -.390** -.092 -.109 -.030 -.531** -.190* .162* -.180* .607** -.412** 1 

註:樣本數=179；*.在顯著水準為 0.05時(雙尾)，相關顯著；**.在顯著水準為 0.01時(雙尾)，相關顯著；SCR=企業社會責任總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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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迴歸分析 

本研究以多元迴歸分析的方法，來比較公司治理、企業社會責任與經營績效之

間的關聯性。 

4.3.1 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關聯性 

    將自變數設為公司治理的六個替代變數，依變數設為企業社會責任的變數，分

析結 

果如表 4-3所示。結果顯示，F 值分別為 14.57 (CSR 總分) 、 15.301 (CG) 、9.139 

(CP) 、7.879 (SP)及 11.361 (EP)，均呈顯著水準表示其模型成立；CSR 總分的 R2

值為 0.437，表示模型具有 43.7％的解釋能力；而實證結果部分成立。 

表 4-3 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之迴歸分析 

變  數 CSR總分 CG CP SP EP 

常數 5.942*** 4.574*** 6.738*** 6.758*** 5.821*** 

 (13.579) (8.550) (11.593) (11.593) (0.304) 

BOARD .050 .536*** -.018 -.189 -.143 

 (.368) (3.225) (-.114) (-1.046) (-.816) 

IND 1.2123*** 2.132*** 1.174*** .497 1.047*** 

 (4.326) (6.221) (3.626) (1.331) (2.891) 

ISHOLD 0.008*** .004 .009*** .010*** .010*** 

 (3.423) (1.351) (3.335) (3.228) (3.194) 

INHOLD -.006*** .000 -.010*** -.009** -.008** 

 (-2.355) (.151) (-3.081) (-2.414) (-2.311) 

CEOHOLD -.037 -.004 -.045* -.062** -.041 

 (-1.679) (-.137) (-1.749) (-2.080) (-1.414) 

INCEO  0.003 0.000 0.001 0.004 0.007** 

 (1.399) (0.182) (0.367) (1.439) (2.340) 

SIZE .085*** .109*** .038 .063* .125*** 

 (3.073) (3.212) (1.194) (1.711) (3.491) 

RD -.004 -.006 .006 -.007 -.012 

 (-.467) (-.486) (.568) (-.550) (-.984) 

Debt -.003 -.005* -.003 .001 -.007** 

 (-1.607) (-1.943) (-1.055) (.254) (-2.535) 

R2 .437 .449 .327 .296 .377 

AdjR2 .407 .420 .292 .258 .344 

N 179 179 179 179 179 

註:1. 樣本數=179；*p＜0.1； **p＜0.05；***p＜0.01之顯著性。 

   2. 括弧內表示 t 值。 

   3. 各變數之 VIF 值均小於 10，顯示無嚴重之共線性問題。 

 

4.3.2 公司治理機制對公司經營績效(OP)之可能影響 

 自變數設為公司治理的替代變數，依變數設為經營績效之變數，分析結果如表

4-4 

所示。結果顯示，股東權益報酬率與獨立董事人數比例、機構投資人持股比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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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 

持股比例、董事兼任占經理人比例，負債比率皆呈顯著正向影響，而與董事會規模、

公 

司規模呈顯著負向影響。總資產報酬率與獨立董事人數比例，機構投資人持股比

例、經 

理人持股比例、董事兼任占經理人比例呈顯著正向影響，而與董事會規模、公司規

模、 

負債比率呈顯著負向影響。每股盈餘與機構投資人持股比例、董事兼任占經理人比

例呈 

顯著正向影響，而與董、監事持股比例、負債比率則呈顯著負向影響。營收成長率

與機 

構投資人持股比例、負債比率呈顯著正向影響。Tobin’s Q 與機構投資人持股比例

呈顯著 

正向影響，而與董、監事持股比例、公司規模呈顯著負向影響。其 F 值分別為 4.497 

(ROE)、  

13.596(ROA)、4.880 (EPS)、2.592 (SGR)、4.838 (Tobin’s Q), 且均呈顯著水準，表

示其 

模型成立。整體而言，多數的公司治理替代變數對企業經營績效均有正向的影響，

與本 

研究假說大致吻合。 

表 4-4 公司治理與經營績效之迴歸分析 

變  數 ROE ROA EPS SGR Tobin Q 

常數 19.339*** 17.334*** .075 -3.053 4.006*** 

 (2.791) (4.025) (.020) (.242) (2.339) 

BOARD -3.957* -2.349* -1.420 -6.525* -.054 

 (-1.838) (-1.755) (-1.197) (-1.667) (-0.149) 

IND 11.455** 7.012** .058 11.557 .825 

 (2.580) (2.541) (.024) (1.432) (1.100) 

ISHOLD .176*** .101*** .066*** .183*** .035*** 

 (4.820) (4.454) (3.272) (2.746) (5.658) 

INHOLD -.018 -.012 -.039* .044 -.015** 

 (-.422) (-.461) (-1.679) (.575) (-2.055) 

CEOHOLD .684* .467** .022 .799 -.008 

 (1.935) (2.126) (115) (1.244) (-.132) 

INCEO .068* .041* .053*** .102 .001 

 (1.936) (1.876) (2.706) (1.589) (.280) 

SIZE -.947** -.627** .241 -.362 -.266*** 

 (-2.162) (-2.305) (.998) (-.454) (-3.592) 

RD -.022 .038 .066 .101 .007 

 (-.142) (.407) (.795) (.365 (.285) 

Debt .058* -.075*** -.044** .160*** .002 

 (1.721) (-3.622) (-2.383) (2.634) (-1.257) 

R2 .193 .420 .206 .121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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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R2 .150 .389 .164 .075 0.163 

N 179 179 179 179 179 

註:1. 樣本數=179；*p＜0.1； **p＜0.05；***p＜0.01 

2. 括弧內表示 t 值。 

   3. 各變數之 VIF 值均小於 10，顯示無嚴重之共線性問題。 

 

4.3.3 企業社會責任對於公司經營績效(OP)之影響 

    由表 4-5 分析結果可知，股東權益報酬率與公司規模呈顯著負向影響，係數為
-0.892(p 

＜0.05)。總資產報酬與公司規模、負債比率皆呈顯著負向影響，其係數分別為

0.677(p＜0.01)及-0.082(p＜0.01)。每股盈餘與公司規模呈顯著正向影響，係數為

0.498(p＜0.05)，卻與負債比率呈顯著負向影響，係數為-0.057(p＜0.01)。營收成長

率與負債比率呈顯著正向影響，係數為 0.12(p＜0.05)。Tobin’s Q 與公司治理，企業

承諾、社會參與、環境保護呈正向影響，與其餘變數間呈負向影響，但未具顯著水

準。其 F 值分別為 2.7(ROE)，12.434(ROA)，3. 55(EPS)，2.22(SGR)及 1.875(Tobin’s 

Q)，均呈顯著水準，表示其模型成立。而實證結果則較傾向支持假說 3-2，亦即企

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經營績效有負向的影響。 

 

表 4-5企業社會責任對於公司經營績效之迴歸分析 

變數 ROE ROA EPS SGR Tobin Q 

常數 -6.495 1.750 -7.671* -22.861 -1.037 

 (-.813) (.354) (-1.759) (-1.625) (-.749) 

CSR 18.997 13.126 20.150 70.946 -10.474 

 (.414) (.463) (.805) (.879) (-1.318) 

CG -5.986 -3.843 -6.029 -21.417 2.716 

 (-.514) (-.534) (-.948) (-1.045) (1.346) 

CP -1.621 -1.612 -3.967 -13.899 2.962 

 (-.142) (-.228) (-.636) (-.691) (1.496) 

SP -5.239 -3.531 -4.322 -17.845 2.613 

 (-.447) (-.488) (-.676) (-.866) (1.288) 

EP -2.055 -1.553 -5.166 -14.200 2.673 

 (-.181) (-.221) (-.833) (-.710) (1.358) 

SIZE -.892** -.677*** .498** -.508 -.070 

 (-2.300) (-2.824) (2.351) (-.744) (-1.043) 

RD .075 .114 .112 .190 -.009 

 (.526) (1.295) (1.451) (.761) (-.348) 

Debt .039 -.082*** -.057*** .120** -.006 

 (1.174) (-4.021) (-3.229) (2.083) (-1.119) 

R2 .113 .369 .143 .095 0.081 

AdjR2 .071 .339 .103 .052 0.038 

N 179 179 179 179 179 

註: 1.樣本數=179；*p＜0.1； **p＜0.05；***p＜0.01 

 2. 括弧內表示 t 值。 



 

 

91 

 

五、結論與建議 
5.1結論 
5.1.1 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呈部分正向影響，部份負向影響 

  1.董事會規模僅對企業社會責任中的公司治理變數呈顯著正向影響，假說 1-1 不

成立。 

  2.獨立董事人數比例僅對社會參與呈正向影響，對企業社會責任總分(CSR 總

分)、公 

    司治理(CG)、企業承諾(CP)、環境保護(EP)均呈顯著正向影響；假說 1-2 成立。 

  3.機構投資人持股比例僅對公司治理呈正向影響，對 CSR 總分、CP、社會參與

(SP)、EP 均呈顯著正向影響；假說 1-3 成立。 

  4.董、監事持股比例僅對公司治理為正向影響，對 CSR 總分、CP、SP、EP 均呈

顯著負向影響；假說 1-4 不成立。 

  5.經理人持股比例除對 CP、SP 呈顯著負向影響外，對 CSR 總分、CG、EP 呈負

向影響，但不顯著；假說 1-5 不成立。 

6.董事兼任占經理人比例僅對 EP 呈顯著正向影響。對 CSR 總分、CG、CP、SP

均呈正向影響，但不顯著；假說 1-6 成立。 

整體而言，當獨立董事人數比例愈高、機構投資人持股比例愈高、董監事持股比

例愈低時，則企業將更有意願投入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議題。 

5.1.2 公司治理與公司經營績效呈部分正向影響，部份負向影響 

  1.董事會規模與公司經營績效間呈負向影響，其中對股東權益報酬率(ROE)、總

資產報酬率(ROA)、營收成長率(SGR) 且達顯著水準；假說 2-1 不成立。 

  2.獨立董事人數比例與公司經營績效呈正向影響，其中對 ROE、 ROA 且達顯著

水準；假說 2-2 成立。 

  3.機構投資人持股比例與公司經營績效均達顯著正向影響；假說 2-3 成立。 

  4.董、監事持股比例僅對 SGR 呈正向影響，與其他經營績效變數間均呈負向影

響，其中每股盈餘(EPS)、Tobin Q 且達顯著水準；假說 2-4 不成立。 

  5.經理人持股比例除對 Tobin Q 呈負向影響外，與其他經營績效變數間均呈正向

影響，其中 ROE、ROA 且達顯著水準；假說 2-5 不成立。 

6.董事兼任占經理人比例與公司經營績效呈正向影響，其中 ROE、 ROA、EPS

且達顯著水準；假說 2-6 成立。 

5.1.3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經營績效呈部分正向影響，部份負向影響 

  1. CSR 總分除與 Tobin Q 呈負向影響外，與 ROE、 ROA、EPS、SGR 均呈正向

影響，但未達顯著水準；假說 3-1-1 不成立。 

  2.公司治理除與 CP、SP、EP、Tobin Q 呈正向影響外，與 ROE、 ROA、EPS、

SGR 均呈負向影響，但未達顯著水準；假說 3-1-2、3-1-3、3-1-4、3-1-5 均不

成立。 

 整體而言，實證結果顯示，CG、CP、SP、EP 與公司經營績效皆不具顯著性，似

較傾 

向支持從事企業社會責任將降低公司經營績效。 

5.2建議 
本研究由於變數選取之差異，故研究結果中僅公司治理與企業社會責任

及公司治理與經營績效之結果較為顯著，而企業社會責任與經營績效並無明顯

之相關性，未來研究似可以其他企業社會責任之變數或非財務績效作探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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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更加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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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Kano Model 提升特色手搖飲品產業之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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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特色手搖飲品產業的服務品質對於顧客知覺價值及顧客滿

意度的影響程度，加上顧客滿意度及品牌知識兩者對於消費者再購買意願的影響，

並進一步找出服務品質之魅力品質要素。透過質與量並行的方式，進而分析關鍵要

素，真實反映消費者心中的狀態。 

本研究結果可提供手搖飲品產業未來明確的參考指標，作為制定管理政策的參

考依據。 

 

關鍵詞：顧客知覺價值、顧客滿意度、品牌知識、再購買意願、Kano 二維品質模

式。 

 
一、緒論 

本研究主要探討為手搖飲品店的服務品質之魅力品質要素、顧客知覺價值、顧

客滿意度、品牌知識以及消費者再購買意願之研究－以新竹地區迷客夏綠光牧場主

題飲品、CoCo都可飲品為例。以下就研究背景與動機及研究目的分別說明：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人的創意無限，早先的街坊隨處可見廉價的泡沫紅茶手搖飲店，在 1980

年代，有人在傳統的泡沫紅茶中試著加進粉圓和奶精，因為口感特殊，在經過日本

電視節目的傳播後，打響了名聲，成了目前市面上最具台灣特色的飲品－「珍珠奶

茶」。1990年代後期，開始有廠商將「珍珠奶茶」行銷至國外，至外國設置據點，

深受外國人的喜愛。目前在台灣街頭巷尾間最常可以看到手搖飲品店的設立，隨著

生活壓力越大，工作中、下課後、團體的聚會等場合，信手拈來一杯飲品，成了國

民生活中的幸福小確幸，「珍珠奶茶」已成了最具台灣味的國民飲料。因著市場需

求的大增，百家爭鳴，投入手搖飲品的業者家數逐年攀升，依據財政部營利事業家

數統計，截至 105年年底，台灣飲料店業者共有 2萬 121家。隨著消費市場持續的

擴大，業者也不斷地展店和深耕品牌，力拼市場佔有率，106年飲品業者的營業額

預期估計將會突破 500 億元。 

因為飲品店的入行門檻低，同業競爭激烈，想要在同質性市場中佔有一席之

地，每家企業無不使出全力，從整合上游廠商的管理、優惠折扣價格戰、公益事業

的贊助等等策略，為的就是希望能在這一片紅海策略中，依然保有自身該有的利

潤，搶得市場佔有率，壯大自家品牌，但即使如此薄利多銷，卻也讓人不禁好奇：

到底手搖飲品業者必須採用何種經營模式方能得到消費者的肯定?什麼樣的服務品

質要素才能夠觸動消費者的心，提升顧客滿意度，促進消費行為的產生，引起消費

者再次購買的意願?此為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動機。 

mailto:berching@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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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搖飲品店的主要原料－茶葉，因各商家所使用的供應商不同，茶葉的產地也

來自不同的國家，越南茶葉佔了進口茶葉總量的 49% (台灣製茶同業工

會,2017.5)，雖然在進貨成本上較台灣茶葉低廉，但因為在農藥的規範上不若台灣

法令嚴謹，在食品安全上產生了漏洞，過去部分商家也曾被爆出因使用含有過量農

藥「芬普尼」的茶葉等負面新聞而影響商譽，造成業績嚴重下滑；消費者經歷了一

次又一次的食安風暴後，此時的食安意識逐漸開始抬頭，如何吃的安全、吃的健康

成為主要訴求，因此，打著健康概念的手搖飲品品牌頓時因應而生，切入市場。商

業周刊於 2017年 3月的報導中指出，手搖飲品牌「五十嵐」就以一款「漸層抹茶

拿鐵」引起一股嚐鮮熱，榮登手搖飲品網路調查第一。，手搖飲品的市場戰況激烈，

除了一昧地強調食材安全品質之外，是否尚有其他項品質是可以擄獲消費者的心，

創造消費者的知覺價值?此為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動機。 

回顧過往的文獻中，關於消費者行為的研究大多是以量化的方式作為研究方

法，雖然能以數字變化以科學化方式呈現，合理解釋消費行為中品牌忠誠度、顧客

滿意度及購買意願之間與服務品質的關係，並參考這些數據進而提供許多附加價值

的服務，但是，所提供的服務項目卻不一定能完全百分百地切中消費者的心坎，達

到消費者理想中的服務品質要求，因此，什麼方式的研究方法能夠同時具備量化數

字的客觀性，並且能夠從數字變化中找到其中的解釋，挑出消費者心中最在意的服

務品質要素?此為本研究的第三個研究動機。 

綜合上列敘述，食品安全是刻不容緩的議題，如何讓消費者嘴裡可以放心喝著

甜滋滋的飲品，吃的安心、吃的健康，心裡又可以因著被服務到心坎裡，心底暖暖

的，這是在充滿競爭的市場上，絕對的品質要求。 

根據主計處 105 年家庭收支調查顯示，新竹地區的年度家庭消費支出金額已高

過於台北市及新北市的合計金額；此外，新竹地區也因為有新竹科學園區、台元科

技園區及三大紡織廠成立，具規模的大型廠商及公司進駐，所以員工數量及外來人

口大幅度增加，但在工作壓力大、工時過長的情況下，手搖飲品成為這些科技人的

最愛，因此，本研究的調查對象限定於新竹地區，將已具有相當經營規模的新竹地

區迷客夏綠光牧場主題飲品、新竹地區 CoCo 都可飲品作為研究對象，希冀能提供

手搖飲品業者了解消費者對於手搖飲品業品質的要求，並對於可再進步的服務項目

進行修正，充分掌握關鍵的魅力品質，以提高消費者日後的消費行為，本研究具體

建議日後可提供手搖飲品業者在設計商品及制定策略時作為參考指南。 

 

1.2 研究目的 

根據以上之研究背景與動機的討論，本研究針對特色手搖飲品店的魅力品質要

素、顧客知覺價值、顧客滿意度、品牌知識及消費者再購買意願之關係-以新竹地

區迷客夏綠光牧場主題飲品、新竹地區 CoCo 都可飲品為例，進行研究，本研究目

的如下： 

本研究透過 Kano 二維品質模式，找出消費者所在意的魅力品質要素，避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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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品質要素產生，精準地提升顧客知覺價值，進而可以有效提升顧客滿意度，

並同時結合品牌知識，增進顧客再購買意願。 

        

二、文獻探討 

2.1 手搖飲品產業定義與現況分析 
首先定義連鎖手搖飲品業，行政院主計總處於 2016年 1月的第 10 次修訂中，

在行業名稱及定義中訂定：飲料業即是從事調理飲料供立即飲用之商店及攤販。手

搖飲品業亦是其行業定義範圍內。根據財政部營利事業家數統計數字，至 105 年

底飲料店業家數已累積至 2 萬 121 家，營業額逐年向上攀升，106 年 1 至 2 月

累積營業額 83 億元，年增 6.1%，預計 106 年營業額將突破 500 億元。隨著國

人茶飲習慣改變，外食人口增加，快速充飢的風氣盛行，國內飲料店業者抓準這股

風潮，近年來致力新產品開發，加上發展品牌特色，透過連鎖或加盟，積極擴展店

面，力拼市佔率，致使手搖飲料業的營業額逐年攀升。  

手搖飲品業原料的來源以及品質，是影響著企業能否保有生存空間的關鍵，吃

的安全、吃的健康，是目前重視食安的大環境下，消費者會以放大鏡來檢視食材的

健康與否，因此，店家上游廠商的供貨品質是緊繫著店家能否永續生存的必要條

件。食品藥物管理署於 104 年 5 月 15 日公布「市售連鎖手搖飲料業者稽查專案」

中提到：倘茶葉檢出殘留農藥超過安全容許量，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15 條

第 1項第 5款規定，不得製造加工、販賣、輸出入含有農藥超標之不合格原料或產

品，違者依同法第 44 條規定處新臺幣 6萬至 2億元罰鍰。復依食安法第 7條規定，

食品業者於發現產品有危害衛生安全之虞，應立即主動停止製造加工、販售及辦理

回收，並通報所轄衛生局，違者將依同法第 47 條處新臺幣 3 萬至 300 萬元罰鍰。

隨著飲品店的入行門檻低，同業競爭激烈，要在同質性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店家

除了積極發展出自身商品的特色之際，必須確保原料的安全，因此，篩選供貨商的

環節不可或缺。商品品質的好壞會直接影響著顧客滿意度，成為顧客忠誠度能否繼

續成長的關鍵因素，進而影響到企業整體營收。 

回顧過往資料及學者的研究，可發現到，民生食、衣、住、行、育、樂六大需

求，手搖飲品業歸屬於「食」的部分，政府也在此行業訂定相關法規，為民眾把關，

因為此行業也有服務的層面，所以除了飲品本身的品質需要力求創新外，服務的品

質也是需要被要求的，消費者在購買飲品時，過程中被服務的感受往往也會影響到

顧客的滿意度及再次回頭購買的機率，因此，手搖飲品業者若想在這一片紅海中搶

得先機，除了在自家產品上設計精進，建立特色外，對於服務品質也必須重視與要

求。 

 

2.2 Kano 二維品質模式（Kano Two-Dimension） 
在過往的企業營運上，總是認為客訴越少也就代表著顧客滿意度越高，然而世

界知名品質大師狩野紀昭（Noriaki Kano,1984）提出全球著名之狩野模式（Kano 

model），以「心理面品質」為主要中心，藉此得以改善線性假設的缺點。也可稱之

是二維品質模型。在二維品質模型中，分別以二維尺度（two-dimensional）代表著

兩個維度，其中之一維度是以提供產品品質觀點，用客觀角度評斷產品品質；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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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度則是由客戶感受角度出發的滿意程度。但是在 Kano 模式中認為，產品品質優

劣與顧客的滿意度兩者之間關係，其關聯性不一定會是相同的，亦即產品的品質與

顧客滿意度的關係，不一定會呈現線性關係，各程度的產品品質對於顧客滿意度的

影響是會有層次上的區別。 

根據相關文獻，可得知出：魅力品質因素對於一個企業是屬於加分的項目，在

眾多品質要素中，若是能夠找出其中的魅力品質因素，不僅僅是只是把資源花在刀

口上，運用有限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可以有效地提昇顧客滿意度，創造客戶的

知覺價值；為能找到精準的魅力品質要素，成為企業擬訂服務項目時的重要參考依

據，故本研究在探討特色手搖飲品店之魅力品質因素時，是以 Kano 狩野模式作為

本研究工具。 

 
2.3 品牌知識 

(Biel, 1992)在研究中提出，將品牌權益視為商品或服務加上品牌後 所產生的

新增現金流量。該研究認為品牌知識可分為品牌形象及品牌知名度。 

2.3.1 品牌形象 

 品牌形象，往往可以成為停留在消費者腦海中的第一印象，當消費者對於產品

有需求時，品牌形象的好壞就成為消費者做出選擇的評估條件之一。本研究在品牌

形象的構面上，傾向採用(Park ＆ Jaworski ＆Macinnis,1986)品牌形象概念，認為

品牌形象具備功能性品牌、象徵性品牌、經驗性品牌等三種概念。 

2.3.2 品牌知名度 

品牌知名度的高低，會影響到顧客認知與消費的態度，本研究認為，消費者會

因為接受品牌的喜好，而影響到日後再次購買該產品的意願與選擇順序，因此品牌

形象的好壞與品牌知名度的高低，對於消費者的消費決策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本研究在品牌知識主張傾向(Keller,1993)研究，在此將品牌知識的構面分為品

牌形象及品牌知名度等兩大主軸，進行探討。 

 

2.4 顧客知覺價值 
以往觀點會認為，顧客知覺價值是顧客主觀的個人觀點，會成為影響顧客滿意

度的影響要素，而一個好的服務品質或是好的產品品質，對於顧客的滿意度和知覺

價值是會造成影響。透過相關文獻探討，本研究認為，顧客知覺價值是可以被客觀

評定的，透過量表的設計，顧客知覺價值不再只是抽象的主觀認定，經由量表的衡

量，顧客的感受是可以被具體的呈現，此項數據是可以明確的提供給行銷者訂定策

略時做為參考依據。 

故本研究的顧客知覺價值構面，傾向採用(Sweeney & Soutar,2001)PERVAL 量

表做為參考構面，科學化的問卷題項客觀測量，以期得出有效的顧客知覺價值提升

策略。 

 

2.5 顧客滿意度 
整理過往學者的文獻，本研究針對顧客滿意度所下定義為：所謂的顧客滿意

度，乃指消費者在購買前對於產品已產生預期心理，經由實際交易後，親身感受到

產品的品質或是被服務的過程，所產生的感受，此感受會與先前的預期心理作比

較，而在購買之後所作出的反應程度。倘若事前預期心理高過於購買後的感受，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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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開心的反應程度低落，此時的顧客滿意度則會下降；反之，事前預期心理低於

於購買後的感受，意外的驚喜造成消費者的驚艷反應程度大，此時的顧客滿意度會

明顯的上升。 

因此，一個好的服務品質才是企業的主要競爭優勢，好的服務品質會帶動顧客

滿意度升抬，因著顧客滿意度高，再購買機率會因而變高，如此方能帶給企業永續

發展成長。本研究在顧客滿意度研究構面上，傾向於採用(Zeithaml & Bitner,2000)

的研究，以服務品質、情境品質、產品因素、價格因素及個人因素等五項要素作為

顧客滿意度構面的五項準則進行探討。 

 

2.6 消費者再購買意願 
 (Gronholdt,Martensen ＆ Kristensen,2000)研究以為，消費者再購買意願可由三

個構面來衡量： 

1. 重複購買傾向：衡量消費者日後再度購買公司產品或是服務的意願，為顧客往

後行為意圖的重要指標。 

2. 主要行為：消費者的購買頻率、次數、金額與數量，但會因為時間而有所改變，

顧客可能會提供錯誤的資料。 

3. 次要行為：消費者願意主動為公司宣傳並建立口碑，這種行為對公司而言是很

重要的 

本 研 究 於 再 購 買 意 願 的 構 面 上 ， 選 擇 採 用 (Gronholdt,Martensen ＆ 

Kristensen,2000)研究，以重複購買傾向、主要行為、次要行為等作為準則依據。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於此章提出研究架構並根據過往文獻所得之構面因素的操作性定

義、研究假設、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程序、問卷設計及調查回收，並且說明

問卷回收資料處理及分析，將其分析結果作為基礎對於研究個案進行探討。(黃振

家，2003)研究以為質化研究法只會用到小的樣本，這些樣本通常不具母體的代表

性而造成資料上的差異。本研究認為對於顧客知覺價值及顧客滿意度等層面，應以

質與量之研究方法並進較為妥善完整。故本研究將以實證研究為主要探討並且剖析

變項間之關係，因此將以量化方法所得之數據加上質化方法進行深入研究。 

 

3.1 研究架構 
依據研究目的、過往文獻整理和變項之間的研究推論假設，本研究架構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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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圖 

3.1.1研究假設 
本研究根據圖 1 研究架構，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 H1：顧客知覺價值對顧客滿意度具有正向影響。 

假設 H2：服務品質對於顧客滿意度具有正向影響。 

假設 H3：顧客滿意度對於再購買意願具有正向影響。 

假設 H4：品牌知識對於再購買意願具有正向影響。  

 

3.1.2  研究對象 

本研究目的為，深入了解新竹地區消費者對於特色手搖飲品之魅力品質要素、

顧客知覺價值、顧客滿意度、品牌知識及消費者再回購意願的現況後，提出具體的

建議。 

研究對象是選擇新竹地區曾經購買過迷客夏綠光牧場主題飲品及 CoCo 都可飲

品兩家飲品的消費者，做為本研究調查對象。 

本研究以便利抽樣方式發放有效問卷 300 份，來做為各變項之間假設關係的驗

證資料，並透過研究方法的分析程序來闡明研究所欲關切的問題，希望能藉此增進

研究的效益與邏輯。 

 

3.2 預期結果 

1. 經由過往文獻的探討設計出問卷題項，本研究可經由此份問卷調查蒐集相

關資訊；在量化部分，透過 SPSS 22.0 統計軟體整理出本研究所需相關科

學化的數值，進行分析。 

2. 採用 Kano二維品質模式，找出手搖飲品業服務品質中關鍵的要素，對業者

提出有力建議，有效提升顧客滿意度。 

3. 藉由本研究探討，將服務品質要素更進一步分析，所得出的精準結論貼近

消費者的真實知覺狀態，可提供業者做決策時參考依據，對於提升顧客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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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價值有正向的幫助，並結合消費者品牌知識，有效提升顧客再次購買的

意願，提供企業能夠永續成長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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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id=13660&chk=249c4b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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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Fuzzy DANP 評估影響居家健康照顧公司經營關鍵

成功因素 
朱宗緯                       謝秀玲 

中國科技大學                 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         企業管理研究所研究生 

      E-mail：zhu@cute.edu.tw       E-mail:ling5992295@gmail.com 

中文摘要 
     近年來台灣地區人口結構老化，加上少子化，長期照顧人員需求逐漸增加，

長照產業已成為政府重點發展之產業。本研究透過文獻及專家問卷篩選，找出居家

健康公司經營關鍵成功因素，再運用 DEMATEL 方法，探討各構面及其相關準則

之關聯性。最後結合 DANP 方法計算相關關鍵成功因素的權重，以提供給欲進入

照顧產業的業者或從業人員參考模式。研究結果發現： 

1.本研究構面中心度值最高為「財務管理構面」，顯著性值最高者亦為「服務品質

構面」。準則中心度值最高的前三項依序為：「財務制度」、「資本需求」、「品德」

等準則。而從顯著性值最高的前三項依序為：「服務人員能力經驗」、「服務需求項

目」及「口碑」等準則。 

2.公司資源分配時優先投入「服務人員能力經驗」及「服務需求項目」準則，可提

升公司經營競爭力。 

3.服務品質之評估構面最重要，尤其是「服務人員能力經驗」；在環境因素構面下，

以「行銷策略」最重要；在財務管理因素構面下，以「服務項目價格」最重要；

在專業素養構面下，以「專業證照」最重要。 

關鍵詞:決策實驗室分析法(DEMATEL)、決策實驗室分析基礎之網路層級分析法

(DANP)、模糊理論、居家健康照顧、關鍵成功因素 

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台灣社會面臨兩大危機：少子化、高齡化。但活得越久，不代表身體

健康時間長。在長期照護的發展推估台灣人一輩子長照需求時間約 7.3 年，其中男

性是 6.4年，女性 8.2 年。台灣照顧產業十分傳統，大多由非營利組織，如財團法

人、社團法人、醫院或醫院附設機構等從事居家照顧。在照顧品質上，沒有明確法

規或規則，也沒有服務及標準流程（SOP）。在照顧的項目上，也被管制，造成有

人需要被服務卻因資格不符規定而無法申請，居家健康照顧公司的成立可解決此問

題，因為是私人企業不符合政府補助須完全收取自費，造成想申請的民眾卻步，影

響許多企業不願跨入照顧產業，缺乏競爭。面對全球老化失能人數的增加，照顧產

業面臨最大問題，是照顧人力不足，如何解決此問題，需要政府、營利與非營利機

構共同改善，先提昇照顧者薪資、職涯發展與尊嚴，才能吸引人才投入，才會有可

能讓更多人投入照顧產業。世界各已開發國家也都面臨人口高齡化的問題，研究長

照議題已成為當今最重要的議題之一。 

    本研究以居家健康照顧公司經營關鍵成功因素為議題，並提出結合模糊理論與

多準則決策的新方法，以考慮人類思維模糊性與準則間的回饋與相依關係。利用模

糊決策實驗室分析基礎之網路層級分析法(Fuzzy DANP)企圖找出居家健康照顧公

司經營成功之關鍵因素，找出其因果關係，及關鍵因素之排序，讓未來有意願從事

mailto:zhu@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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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產業的業者或從業人員，有參考依據。 

    長期照顧的需求逐年增加，這是未來臺灣必須面臨的問題，雖然國家政策是努

力積極建構長期照顧網絡，但最根本的問題是需要照顧的人數眾多，但可提供服務

的人少，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如何讓居家健康照顧公司經營成功，帶動長照產業

的發展，增加市場就業機會，故本研究以居家健康照顧公司經營成功關鍵因素做研

究，希望藉此研究結果，提供給有意從事照顧產業的業者或從業人員參考，此為本

研究動機之一。綜觀過去學者曾對許多產業研究過成功關鍵之探討，卻鮮少針對居

家健康照顧公司經營成功關鍵因素做過研究，而本研究將透過模糊德爾菲專家問卷

方式，找出經營成功關鍵因素，並區別過去之研究，此為本研究之動機之二。本研

究使用決策實驗室分析法(DEMATEL)、DANP，並加入模糊理論之語意變數，將

人類思維的模糊性納入考量，以進行經營關鍵成功因素篩選。使用 DEMATEL 法

以探討居家健康照顧公司經營關鍵成功因素準則間之相關性，藉此了解構面或準則

間的相互關係，並提出改善之建議，此為本研究之動機之三。 

1.2 研究目的 
一、瞭解目前長照產業現況，針對居家健康照顧公司經營方式，透過模糊德爾菲專

家意見法找出居家健康照顧公司經營成功關鍵因素。 

二、透過產、官、學等專家問卷調查，運用模糊實驗室決策法找出經營關鍵成功因

素之因果關係。 

三、利用模糊決策實驗室分析基礎之網路層級分析法，探討居家健康照顧公司經營

方式關鍵因素之重要權重排序，以適當分配投入資源。 

四、研究結果提供給相關從事照顧產業的業者，做為經營管理之參考依據。 

二、文獻探討 
2.1 居家健康照顧 

2.1.1 台灣居家照顧營運現況探討 

    台灣居家照顧十分傳統。大多由非營利組織，如基金會、醫院或醫院附設機構

等從事居家照顧。根據衛服部長期照顧十年計畫居家服務單位統計，全台有 200家

服務單位，且多為財團法人、社團法人、協會、有限責任合作社、醫院等單位提供

居家服務。由於此規範設置標準門檻過高，目前長期照顧產業大多仰賴政府補助，

費用低廉，企業不願投入此產業，缺少競爭，也讓產業發展較為緩慢。在 2017年

長期照顧法實施後，預期有更多企業投入這塊新興產業，更多企業競爭，將會加速

照顧產業發展，並提升對人的照顧品質。 

2.1.2 台灣居家健康照顧公司經營問題 

    過去台灣長輩接受長照服務時，多半以居家服務為首選，居家服務在台灣定位

為社會福利。全台 200 家居服單位全數為非營利組織，接受政府補助，正因接受政

府補助，這些居服單位對外收費也受政府管制，無法自行調漲費用，反映成本，入

不敷出的居服單位就會停止服務，其中最大的因素是居家服務員的薪資待遇，占居

服單位八成以上的支出，且因工作壓力大，工作人員流動性高，無法留住優秀人才，

經驗無法累積及傳承。其次是與政府單位溝通困難，政策全面的推動，擴大服務對

象，服務量被要求快速擴充，地方政府在人力並沒有增加的情況下，承辦人員大多

兼辦居家服務業務，工作量增加且壓力大，流動性高，工作經驗無法累積。其實全

球人口老化趨勢明顯，台灣人口老化速度更高居全球之冠，依照民眾生活習慣，居

家照顧無疑是長照服務當中最重要的項目，但是目前政府所能提供資源有限，開放

民間個人及營利組織經營，增加多方資源加入，回歸市場機制，開放競爭作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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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效提升經營效率，確保資源有效運用，達企業永續經營。 

2.2 關鍵成功因素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居家服務經營之關鍵成功因素，首先透過文獻探討提出產業

經營的構面與關鍵成功因素，彙整出四個構面與十三個關鍵成功準則，其中四個構

面分別是專業素養、服務品質、財務管理與環境因素，說明如下： 

一、 專業素養定義: 是指專業人士(professional)被期待應具有的專業能力或

技術以及高水準的行為。 

二、 服務品質定義: 係指顧客對於服務組織所提供服務的感知與評價。 

三、 財務管理定義: 價格是行銷組合中的因素之一，消費者將價格視為品質指

標，當無法獲得品質訊息時，價格就成為品質的信號。 

四、 環境因素定義: 環境因素，是指與企業生產活動直接聯繫的各項因素，主

要是由顧客、供貨者和競爭企業三個因素所構成。 

2.3 模糊理論 
2.3.1 模糊理論(Fuzzy) 

    張紹勳(2012)模糊多準則評估法及統計書中提到，模糊是一門以量化方法處理

模糊概念的學問。人類的知識大部分以語言來表達，然語言中普遍存在的模糊性，

往往產生個人主觀性的差異，例如「今天 很冷」就難以精確地定義出如何才是

「冷」。模糊理論主要針對不確定性且複雜的自然現象，並加以描述進行分析，得

到較合理的結果。多位學者研究顯示，模糊理論不只是理論，更是實用的標誌。發

展至今接近三十餘年，應用的範圍非常廣泛，從工程科技到社會人文科學都可以發

現模糊理論研究的蹤跡與成果。 

2.3.2 模糊德爾菲法(FDM) 

    使用 Fuzzy Delphi 給予專家們更彈性的評估值尺度，同時可減少問卷來回次

數，提升問卷的效率與品質，經由統計結果即可篩選出較客觀之評估因素

(Noorderhaven,1995)。是一種進行因子篩檢的有效方法，具有降低調查次數，對專

家意見可較為完整表達，專家知識經模糊理論可使其具理性與合乎需求，及在時間

與成本更具經濟效益。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依據文獻探討整理及專家問卷計算結果，居家健康照顧公司經營關鍵成功因

素，歸納出四項構面及十三項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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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FUZZY DANP 實施步驟 
 (一)語意變數本研究探討 Fuzzy-DEMATEL 所使用的模糊語意尺度及三角模糊數

如表 1，語意變數尺度如圖 1。 

表 1模糊語意尺度 

語意變數 影響尺度 三角模糊數 

無影響(NO) 0 (0，0，0.25) 

稍微有影響(L) 1 (0，0.25，0.5) 

普通(M) 2 (0.25，0.5，0.75) 

重要影響(H) 3 (0.5，0.75，1) 

非常重要影響(VH) 4 (0.75，1，1) 

 

  無影響    稍微有影響     普通      重要影響   非常重要影響 

 

 

 

 

    0           0.25        0.5          0.75        1 

圖 1語意變數尺度 

(二)專家意見整合與解模糊化 

(三)模糊決策實驗室分析法(Fuzzy-DEMATEL) 

1.尋找決策問題之相關構面、準則 

2.建立層級結構 

3.使用尺度建立個別專家之模糊直接影響矩陣( 及 ) 

4.整合專家意見，以建立模糊直接影響矩陣( 及 ) 

5.計算模糊正規化直接影響矩陣( 及 ) 

6.計算模糊總影響關係矩陣( 及 ) 

(四)模糊決策實驗室分析基礎之網路層級分析法(FUZZY-DANP) 

1.重新計算模糊正規化總影響矩陣(  及 ) 

2.建立未加權的模糊超級矩陣( 及 ) 

3.計算模糊加權化後超級矩陣 H_Z^*，並計算模糊極限化超級矩陣以找出 FDANP 

之模糊權重 

4.獲取明確之準則權重 

四、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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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Fuzzy DEMATEL 
    本研究利用 FUZZY DEMATEL確認影響居家健康照顧公司經營關鍵成功因素之問

題結構，並分析四項構面與十三項準則的相互影響關係，計算結果所獲得之準則總

影響關係矩陣 T 及構面影響程度關係矩陣 VT，如表 2至表 3所示。 

 

 

 

表 2 準則直接間接影響關係矩陣 
準則 A1 A2 A3 B1 B2 B3 C1 C2 C3 D1 D2 D3 D4 CD 

A1 0.7928 0.7293 0.7286 0.9084 0.8855 0.9100 0.7715 0.7544 0.8877 0.8893 0.7682 0.8827 0.8578 10.7662 

A2 0.8156 0.6319 0.6864 0.8409 0.8421 0.8481 0.7147 0.6990 0.8246 0.8406 0.7243 0.8405 0.8165 10.1250 

A3 0.7782 0.6527 0.5988 0.8185 0.7974 0.8329 0.6835 0.6676 0.7918 0.7990 0.6888 0.8028 0.7703 9.6823 

B1 0.8522 0.7116 0.7162 0.8075 0.8584 0.8930 0.7472 0.7323 0.8735 0.8776 0.7539 0.8689 0.8281 10.5208 

B2 0.8745 0.7517 0.7423 0.9106 0.8060 0.9225 0.7583 0.7525 0.8884 0.8957 0.7736 0.8890 0.8497 10.8148 

B3 0.8730 0.7483 0.7452 0.9129 0.8871 0.8332 0.7608 0.7456 0.8831 0.8877 0.7742 0.8845 0.8571 10.7927 

C1 0.8454 0.7147 0.7059 0.8891 0.8626 0.8910 0.6929 0.7594 0.8750 0.8801 0.7749 0.8787 0.8471 10.6168 

C2 0.8365 0.7083 0.6945 0.8799 0.8502 0.8818 0.7708 0.6743 0.8662 0.8759 0.7670 0.8801 0.8398 10.5253 

C3 0.8731 0.7326 0.7253 0.9112 0.8755 0.9043 0.7695 0.7577 0.8046 0.8890 0.7755 0.8850 0.8382 10.7414 

D1 0.8233 0.7022 0.6948 0.8676 0.8477 0.8736 0.7431 0.7299 0.8514 0.7794 0.7442 0.8572 0.8115 10.3259 

D2 0.8239 0.6847 0.6744 0.8411 0.8100 0.8455 0.7299 0.7161 0.8247 0.8279 0.6621 0.8326 0.7998 10.0727 

D3 0.8516 0.7167 0.7079 0.8834 0.8516 0.8901 0.7541 0.7405 0.8641 0.8689 0.7552 0.7925 0.8280 10.5046 

D4 0.8490 0.7318 0.7103 0.8732 0.8421 0.8878 0.7475 0.7324 0.8367 0.8514 0.7570 0.8665 0.7556 10.4413 

CR 10.8890 9.2164 9.1305 11.3444 11.0165 11.4139 9.6436 9.4618 11.0718 11.1626 9.7188 11.1610 10.6995  

註:CD為行加總，CR 為列加總。 

表 3 構面直接間接影響關係矩陣 

構面 A B C D VD 

A 0.7127 0.8538 0.7550 0.8067 3.1282 

B 0.7794 0.8702 0.7935 0.8450 3.2881 

C 0.7596 0.8828 0.7745 0.8443 3.2612 

D 0.7475 0.8595 0.7725 0.7994 3.1789 

VR 2.9993 3.4663 3.0955 3.2954  

註:VD為行加總，VR 為列加總。 

 

 

表 4準則總影響關係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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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 A1 A2 A3 B1 B2 B3 C1 C2 C3 D1 D2 D3 D4 

CD 10.766 10.125 9.682 10.521 10.815 10.793 10.617 10.525 10.741 10.326 10.073 10.505 10.441 

CR 10.889 9.216 9.131 11.344 11.016 11.414 9.644 9.462 11.072 11.163 9.719 11.161 10.700 

CD+CR 21.655  19.341  18.813  21.865  21.831  22.207  20.260  19.987  21.813  21.488  19.791  21.666  21.141  

CD-CR -0.123  0.909  0.552  -0.824  -0.202  -0.621  0.973  1.064  -0.330  -0.837  0.354  -0.656  -0.258  

 

表 5構面總影響關係矩陣 

構面 A B C D 

VD 3.128 3.288 3.261 3.179 

VR 2.999 3.466 3.096 3.295 

VD+VR 6.127 6.754 6.357 6.474 

VD-VR 0.129 -0.178 0.165 -0.116 

 

 
圖 2構面與準則因果圖 

    由表 2至表 5結果可知，準則影響程度無論是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相較其它準

則而言，服務人員能力經驗(F)(直接影響=10.793，間接影響=11.414)是最重要的

考量準則；反觀，語言能力(C)(直接影響=9.682，間接影響=9.131)則是所有準則

中影響其它準則及被影響準則程度最小者。此外，觀察構面影響程度可發現，財務

管理(FM)(直 接影響=3.288，間接影響=3.466)受其他構面之直接與間接影響最

強，然而，專業素養(PR)(直接影響=3.128，間接影響=2.999)則是所有構面中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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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其它構面及被影響構面程度最小者。服務品質(SQ)(VD+VR=6.754) 顯著性最

大，顯示該構面在所有構面中的核心最高，影響其他構面及被其他構面影響的程度

也最大。但其原因度(VD-VR=-0.178)影響或受影響強度為負數且值最小，也就是

說低原因度高顯著性的結果，屬受影響構面，顯示該構面在所有構面中，歸屬的因

果關係偏向結果類，受其他構面影響。代表在居家健康照顧公司經營關鍵成功因素

中，服務品質(SQ)構面為急需被解決的核心問題。財務管理(FM) 原因度

(VD-VR=0.165)為正數最大，顯著性(VD+VR=6.357)數值也不小，為高原因度及

高顯著性的結果，屬影響構面，顯示該構面在所有構面中，歸屬的因果程度偏向原

因類，影響其他構面。代表在居家健康照顧公司經營關鍵成功因素中，財務管理(FM)

構面為第一優先處理的構面。 

    根據圖 2的構面與準則因果圖，可明確的顯示出四構面間複雜之因果關係。其

中服務品質(SQ)(VD+VR=6.754)和環境因素(EF)(VD+VR=6.474)之構面之數值，位

於因果圖之 VD+VR(顯著性)右方位置，因此，可知此構面與其他構面相較之下關

聯程度大。另外，財務管理(FM)(VD-VR=0.165)、專業素養(PR)(VD-VR=0.129)

兩構面，因 VD-VR(原因度)值大於 0，表示其屬於「影響原因類」構面，即為因

果關係中的「因」，環境因素(EF)(VD-VR=-0.116)、服務品質(SQ)(VD-VR=-0.178)

兩構面，因 VD-VR(原因度)值小 0 屬於「被影響結果類」構面，即因果關係中的

「果」。專業素養構面下的品德準則(D1-R1=0.120)、語言能力準則(D1-R1=0.016)，

因原因度值大於 0，屬於「影響原因類」準則，因果關係中的「因」，而專業證照

準則(D1-R1=-0.136)，因原因度值小於 0，屬於「被影響結果類」準則，因果關係

中的「果」。服務品質構面下的口碑準則(D2-R2=0.088)，因原因度值大於 0，屬於

「影響原因類」準則，因果關係中的「因」，而服務需求項目準則(D2-R2 =-0.072)、

服務人員能力經驗準則(D2-R2=-0.015)，因原因度值小於 0，屬於「被影響結果類」

準則，因果關係中的「果」。財務管理構面下的財務制度準則(D3-R3=0.120)、資本

需求準則(D3-R3=0.094)，因原因度值大於 0，屬於「影響原因類」準則，因果關係

中的「因」，而服務項目價格準則(D3-R3=-0.214)，因原因度值小於 0，屬於「被影

響結果類」準則，因果關係中的「果」。環境因素構面下的政府政策準則

(D4-R4=0.204)、人力資源管理準則(D4-R4=0.036)，因原因度值大於 0，屬於「影

響原因類」準則，因果關係中的「因」，而行銷策略準則(D4-R4=-0.135)、市場需

求準則(D4-R4=-0.104)，因原因度值小於 0，屬於「被影響結果類」準則，因果關

係中的「果」。 

4.2 Fuzzy DANP 
    根據 Fuzzy DEMATEL 所求得的動態重要度影響關係，建構未加權超級矩陣，

並依各構面影響程度求得加權超級矩陣，最後極限化超級矩陣 (如表 6及表 7) 。

根據各專家學者之觀點，居家健康照顧公司經營關鍵成功因素中，重要度最高為服

務品質(SQ)(構面權重=0.270)，其次為環境因素(EF)(構面權重=0.256)、財務管

理(FM)(構面權重=0.241)、專業素養(PR)(構面權重=0.233)。依此部分分析各構

面底下的準則的重要程度，發現財務管理(FM)構面下，重要度最高為服務項目價

格(I)(準則權重=0.368)，其次是資本需求(G)(準則權重=0.320)，最後為資本需求

(H)(準則權重=0.313)。以此類推，綜合專家對於四項構面之觀點，針對居家健康

照顧公司經營關鍵成功因素的各項構面及準則評估重要度中，專家們認為最重要的

構面為服務品質(SQ)(構面權重=0.270)，也就是服務人員能力經驗(F)(準則權重

=0.337)的高低是重要度最高的因素，而服務需求項目(D)(準則權重=0.336)和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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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E)(準則權重=0.328)有著關鍵性的影響，所以服務人員能力經驗(F)重要度是該

構面下最高的(詳如表 6至表 8)。 

表 6 準則極限超級矩陣 

準則 A1 A2 A3 B1 B2 B3 C1 C2 C3 D1 D2 D3 D4 

A1 0.087 0.087 0.087 0.087 0.087 0.087 0.087 0.087 0.087 0.087 0.087 0.087 0.087 

A2 0.074 0.074 0.074 0.074 0.074 0.074 0.074 0.074 0.074 0.074 0.074 0.074 0.074 

A3 0.073 0.073 0.073 0.073 0.073 0.073 0.073 0.073 0.073 0.073 0.073 0.073 0.073 

B1 0.091 0.091 0.091 0.091 0.091 0.091 0.091 0.091 0.091 0.091 0.091 0.091 0.091 

B2 0.088 0.088 0.088 0.088 0.088 0.088 0.088 0.088 0.088 0.088 0.088 0.088 0.088 

B3 0.091 0.091 0.091 0.091 0.091 0.091 0.091 0.091 0.091 0.091 0.091 0.091 0.091 

C1 0.077 0.077 0.077 0.077 0.077 0.077 0.077 0.077 0.077 0.077 0.077 0.077 0.077 

C2 0.076 0.076 0.076 0.076 0.076 0.076 0.076 0.076 0.076 0.076 0.076 0.076 0.076 

C3 0.088 0.088 0.088 0.088 0.088 0.088 0.088 0.088 0.088 0.088 0.088 0.088 0.088 

D1 0.067 0.067 0.067 0.067 0.067 0.067 0.067 0.067 0.067 0.067 0.067 0.067 0.067 

D2 0.058 0.058 0.058 0.058 0.058 0.058 0.058 0.058 0.058 0.058 0.058 0.058 0.058 

D3 0.067 0.067 0.067 0.067 0.067 0.067 0.067 0.067 0.067 0.067 0.067 0.067 0.067 

D4 0.064 0.064 0.064 0.064 0.064 0.064 0.064 0.064 0.064 0.064 0.064 0.064 0.064 

SUM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表 7 構面極限超級矩陣 

構面 A B C D 

A 0.2334 0.2334 0.2334 0.2334 

B 0.2695 0.2695 0.2695 0.2695 

C 0.2408 0.2408 0.2408 0.2408 

D 0.2562 0.2562 0.2562 0.2562 

SUM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表 8 準則及構面整體權重 
準 

則 

準則整

體權重 

排

序 

構面整

體權重 

排 

序 

準 

則 

準則局

部權重 

準則局

部權重 

構 

面 

構面整

體權重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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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8.7% 

5 

23.3% 4 

A1 
0.352  

1.00 A 0.233 23.3% A2 
7.4% 

8 A2 
0.324  

A3 7.3% 
9 A3 0.324  

B1 9.1% 
2 

27.0% 1 

B1 0.336  

1.00 B 0.270 27.0% B2 8.8% 
4 B2 0.328  

B3 9.1% 
1 B3 0.337  

C1 7.7% 
6 

24.1% 3 

C1 0.320  

1.00 C 0.241 24.1% C2 7.6% 
7 C2 0.313  

C3 8.8% 
3 C3 0.368  

D1 6.7% 
10 

25.6% 2 

D1 0.262  

1.00 D 0.256 25.6% 
D2 5.8% 

13 D2 0.226  

D3 6.7% 
11 D3 0.260  

D4 6.4% 
12 D4 0.252  

SUM 100.0%  100.0%   4.000 4.00  1.000 100.0% 

 

五、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果 
5.1.1 Fuzzy DEMATEAL 分析結果: 

一、構面顯著性與原因度排序:顯著性最高為「服務品質」，原因度最高為「財

務管理」。 

二、準則顯著性與原因度排序: 顯著性最高為「服務人員能力經驗」，原因度最

高為「財務制度」。 

三、專業素養構面之各準則影響關係(D1-R1)值: 品德準則影響語言能力準則與

專業證照準則。語言能力準則會影響專業證照準則。 

四、服務品質構面之各準則影響關係(D2-R2)值: 口碑準則影響服務人員能力經

驗準則與服務需求項目準則。服務人員能力經驗準則會影響服務需求項目準則。 

五、財務管理構面之各準則影響關係(D3-R3)值:財務制度準則影響資本需求準

則與服務項目價格準則。資本需求準則會影響服務項目價格準則。 

(六)環境因素構面之各準則影響關係(D4-R4)值: 政府政策準則影響人力資源

管理、市場需求與行銷策略。人力資源管理準則影響市場需求、行銷策略。 

5.1.2 FDANP 分析結果: 

    本研究經實證可知，利用 FDANP 分析可知，不同構面或準則間的相對權重，

其分析顯示，在居家健康照顧經營關鍵成功因素上，仍以「服務品質」之評估構面

較為重要，另外發現整體準則權重排序下，「服務人員能力經驗」的準則權重最高

意即最重要，若能將公司大部份資源投注在「服務人員能力經驗」，相關課程的技

術訓練及醫學知識的給予，並建立以顧客為尊的服務需求項目與合適的服務項目價

格，則能提升經營成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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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管理意涵 
一、 居家健康照顧公司經營關鍵成功之服務品質因素: 

    服務品質構面是專家評選顯著性(VD+VR)數值得分最高者，受關聯程度大，

雖原因度(VD-VR)數值是負數屬於被影響的構面；再從其準則來看，雖原因度

(VD-VR)數值是負數，但服務人員能力經驗準則會影響服務需求項目和口碑等二

個準則。因此，應從服務品質構面之服務人員能力經驗(如問題解決)準則著手，才

能在經營上，增加成功機率。 

二、 居家健康照顧公司經營關鍵成功之環境因素: 

    環境因素構面原因度(VD-VR)數值是負數屬於被影響的構面；但從其準則來

看，政府政策準則(VD-VR=0.354)會影響行銷策略、市場需求和人力資源管理等三

個準則。因此，應從環境因素構面之政府政策準則方面著手，才能在經營上，增加

成功機率。 

三、 居家健康照顧公司經營關鍵成功之財務管理因素: 

    財務管理構面會影響專業素養、環境因素、服務品質等三個構面，且財務管理

構面是專家評選原因度(VD-VR)數值得分最高者，再從其準則來看，財務制度準

則會影響資本需求、服務項目價格等二個準則，資本需求準則影響服務項目價格準

則。因此，應從財務管理之財務制度與資本需求兩方面著手，才能在經營上，增加

成功機率。 

四、 居家健康照顧公司經營關鍵成功之專業素養因素: 

    專業素養構面會影響環境因素、服務品質等二個構面。再從其準則來看，品德

準則會影響語言能力和專業證照等二個準則，語言能力準則影響專業證照準則。因

此，應從專業素養之品德與語言能力兩方面著手，才能在經營上，增加成功機率。 

5.3 建議 
一、服務品質構面是經營居家健康照顧公司，占最重要之角色，提升服務人員能力

經驗，提供多元服務項目，形成口碑。 

二、環境因素構面是經營居家健康照顧公司，第二重要角色，時時評估市場需求，

注意政策變動，更改行銷策略，完善人力資源管理。 

三、財務管理構面是經營居家健康照顧公司，占有其重要角色，資本額越高，財務

制度越完善，服務項目價格越公道。 

四、專業素養構面是經營居家健康照顧公司，占有其重要角色，服務人員道德品行

高尚，擁有專業證照，會說多種語言(國、台、客語)。 

五、FDANP分析結果，居家健康照顧公司經營成功可優先將資源分配給服務品質構

面和服務人員能力經驗準則。 

5.4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係針對居家健康照顧公司經營關鍵成功因素這一領域作為研究範圍，受

限於時間、人力、經費因素，無法針對全台灣居家健康照顧公司作為研究範圍，僅

以桃、竹、苗為研究範圍，研究結果僅能說明此一地區之居家健康照顧公司經營狀

況，並無法代表台灣地區。 

    在未來研究方面，建議後續相關研究，可以利用本議題，以 DANP 實證出，

居家健康照顧公司經營成功的一種評估模式，得到符合且客觀的構面與準則排序。

實務上來看，此方法計算方式雖然簡單但過程繁瑣，建議可依此建立決策系統平

台，考量主觀判斷可能造成關鍵因素不完整的損失，新方法所提供的決策判斷較具

科學性，且納入多位專家學者之意見，可顯著提升決策之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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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新娘秘書公司經營成功關鍵因素，並分析關鍵因素之重要程

度。首先以模糊德爾菲專家意見法，篩選出新娘秘書公司經營成功關鍵的構面及準

則；另以量化方式，進一步以此問卷調查產、官、學等專家之意見，利用 Fuzzy方

法解決構面及準則間語意不清之問題，再以 DEMATEL 方法釐清關鍵因素的因果關

係。研究結果發現： 

1.構面顯著性值最高為「服務品質構面」，原因度值最高者亦為「專業素養構面」。 

2.準則顯著性值最高的前三項依序為：「口碑」、「網路經營」、「服務項目」等準則。 

3.專業素養構面之專業證照準則影響創造力準則。服務品質構面之服務項目準則影

響口碑準則。環境因素構面之內在因素準則影響外在因素準則。行銷策略構面之策

略聯盟準則影響平面行銷、網路經營等二個準則，網路經營準則影響平面行銷準

則。承接相關活動能力構面之團隊分工合作習慣準則影響組織團隊準則。財務管理

構面之資本需求準則影響財務規劃、服務項目價格等二個準則，財務規劃準則影響

服務項目價格準則。 

關鍵字：新娘秘書、模糊德爾菲法、模糊決策實驗室法、決策實驗室法 

一、緒論 

1.1研究背景與動機 
    新娘秘書公司經營成功關鍵因素是多重複雜的決策問題，產業關鍵成功因素之

研究雖然很多，但鮮少針對新娘秘書公司作深入探討，因此本研究採用模糊德爾菲

法與模糊決策實驗室分析法，自有其適當性，最後結果之建議事項可提供相關產業

經營者當參考，以凸顯此議題之重要性。 

    本研究將探討在競爭的新娘秘書市場中脫穎而出的致勝經營成功關鍵因素，企

圖探討這些因素之因果關係，提供相關產業經營者做資源投入之參考，以提升此產

業之競爭力，為本研究之動機之一。基本上過去學者研究相關論文，大都以新娘秘

書美容彩妝造型服務模式建構之研究吳佩玲(2009)。新娘秘書創業策略之研究：以

新進新娘秘書、專業補習班講師、以及消費者三方觀點之探討謝佳宏，詹宸瑋，江

季芸(2016)。顧客對服務品質的期望與認知之研究以新娘秘書產業為例，蕭妙羚

(2014)，高屏地區新娘秘書工作困擾與因應對策之研究侯美綺(2015)。人格特質、

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關係之研究－以新娘秘書為例，林舒淳(2016)等等，卻鮮少

對新娘秘書經營成功關鍵因素做過研究，希望藉此研究結果，提供給有意從事此產

業的業者或從業人員參考，此為本研究之動機之二。而本研究將透過修正式模糊德

爾菲專家問卷方式，區隔過去的德爾菲法問卷調查方式，並區別過去之專家問卷調

查方法，此為本研究之動機之三。另外，本研究針對產、官、學界之專家調查問卷，

再運用 Fuzzy DEMATEL 方法，建立各項評選準則之權重，接著依據權重結果界定

改善經營績效關鍵因素的優先順序，最後找出優先調整之經營策略，以解決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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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TEL 方法之問卷語意不清之問題，並提供學界對新娘秘書經營成功關鍵因素

之分析方式，此為本研究之動機之四。 

1.2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彙整出主要目的，分別敘述如下： 

一、瞭解目前市場現況，針對新娘秘書經營成功方式，透過模糊德爾菲專家意見法

找出改善新娘秘書經營成功關鍵因素。 

二、透過產、官、學等專家問卷調查，運用模糊實驗室決策法找出經營績效關鍵因

素之因果關係及經營策略。 

三、研究結果提供新娘秘書業者、做為經營成功之參考依據。 

四、在學術方面，建立新娘秘書經營成功關鍵因素評估架構，可供後續研究參考。 

1.3研究範圍與限制 
    因限於新娘秘書公司要經營成功的因素很多，而新娘秘書公司經營關鍵性因素

將會隨著服務對象、競爭狀況、時間的變化及城鄉的不同而有所改變，新娘秘書公

司經營服務對象是人，人會受文化、經驗、學識等因素影響而改變等限制因素，為

了更精確地瞭解市場的成功經營關鍵因素，本研究僅以新娘秘書經營成功關鍵因素

為主要研究範圍，並以實際從事新娘秘書從業者為主要研究對象。 

二、文獻探討 

2.1新娘化妝產業概況 
    過去的整體造型師或彩妝師都屬個人單獨服務新人的工作，或以個人工作室型

態經營，目前很多都轉為公司型態經營，但很多公司卻因經營不善而結束營業，究

其失敗原因，不單僅有經濟問題，還有其它因素存在，本研究企圖找出影響新娘秘

書公司經營的成功因素，並提供給業者參考，使業者能永續經營，是本研究的最重

要的核心概念。 

2.2影響新娘秘書公司經營成功關鍵因素 
    根據周子平、王婉馨(2010)研究新娘秘書之專業特質與成功關鍵因素之探討，

認為新娘秘書成功關鍵因素，除了要有專業技巧及專業知識之外，也需要經由口碑

相傳、朋友介紹、加設網站以及與相關業界策略聯盟等行銷手法來拓展業務，除此

之外，更應該自我推薦、不斷接受時尚資訊與專業技能學習，以滿足更多的消費者。

吳佩玲(2009)研究指出，新娘秘書造型服務模式影響關係以貼身服務與時間配合的

影響關係為最高，其次為專業彩妝造型與貼身服務，建議提高新娘秘書美容彩妝造

型的接受度，藉由口耳相傳之外，更要透過網路資訊的發達，讓更多新人知道新娘

秘書的彩妝造型服務。詹宸瑋(2014)研究指出，新娘秘書工作者除了應具備專業能

力之外，也必須有好的行銷能力與方法，不斷吸收新資訊自我充實，貼近消費者需

求，進而提升滿意度，才能稱得上成功的新娘秘書。因此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影響新

娘秘書公司經營之成功關鍵因素，首先透過文獻探討提出產業經營的構面與關鍵成

功因素，彙整出六個構面與十四個關鍵成功準則，其中六個構面分別是專業素養、

服務品質、環境因素、行銷策略、承接相關活動能力與財務規劃。 

2.3修正式模糊德爾菲法 
    德菲法是專家群體決策的結果，不需大量樣本，但樣本應具有代表性，以專家

的直覺性主觀判斷，在研究的過程中針對所設定之議題，透過匿名專家及不斷書面

討論的方式，計量出多數專家的看法，以獲取專家群一致之意見，Dalkey & 

Helmer(1963)；Hartman, (1981)；宋文娟(2011)。而修正式德菲法採用大量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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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彙整之問卷，取代需先統整專家意見而設計出之調查問卷，如此可節省大量時

間，且能夠集中專家群在研究問題上的注意力。本研究運用修正式模糊德爾菲法，

模糊平均數的重要程度判斷門檻究採 Holden & Wedman(1993)五點量表，加入模糊

百分比權重評分概念，作為模糊平均數的重要程度的判斷法。若加權平均數門檻值

＜3.00的題項，予以刪除；若加權平均數門檻值介於 3.00-4.00的題項，則再彙

整評分結果發放給專家再次填寫意見；若加權平均數門檻值≧4.00的題項，予以

保留。本研究考量產業特性、經營層面與專業技能之熟悉與專業程度，故選擇擁有

整體造型、彩妝、髮型背景之主管機關官員、專業學者、業者及技術者為本研究主

要決策專家群。文獻探討出構面與準則，10位專家做評選後用模糊德爾菲法計算

方式，門檻值訂為 4，在門檻值以上則保留完成問卷構面與準則項目作為 DEMATEL

問卷。 

三、研究方法 

3.1研究架構 
    由於經營成功關鍵因素會隨人的特性而有所差異，公司經營服務對象是人，而

人會受文化、社會風俗習慣、經驗、學識等因素影響而改變，因此業者及主管機關

與學者需先行確認目前的市場經營成功關鍵成因素為何？再考慮如何運用經營成

功關鍵因素之準則執行，才會達到事半功倍。研究架構如圖 1。 

目標 

 

 

構面 

 
準則 

 

 

 

 

                       圖 1  研究架構 

3.2研究變數及問卷設計 
3.2.1 新娘秘書公司經營成功關鍵因素內涵問卷 

    本研究採用過去學者研究文獻彚整出新娘秘書公司經營成功關鍵因素(如表

1)，共計 6大構面 14 項準則。 

表 1 構面與準則參考文獻來源 

新娘秘書公司經營成功關鍵因素 

專業素

養 E 

服務品

質 F 

專

業

證

照 

E

1 

創

造

力 

E

2 

服

務

需

求

項 

目 

F1 

口

碑 

F

2 

內

部

因

素 

G

1 

財務

管理 J 

平

面

行

銷 

H 

1 

策

略

聯

盟 

H 

2 

網

路

經

營 

H 

3 

組

織

團

隊 

I 

1 

環境因

素 G 

行銷策

略 H 

承接相關

活動能力 I 

團

隊

合

作 

I 

2 

外

部

因

素 

G

2 

收

支

平

衡 

J

1 

資

本

需

求 

J

2 

服

務

項

目

價

格 

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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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 

FUZZ

Y  

DEMA

TEL

問卷 

    

考量

回覆

問卷

的時

間因

素及

填答

問卷

的理

解

力，

採親

自發

送，

立即

說明，增加問卷填寫的正確性。問卷設計的結果經修正式模糊德爾菲法則計算，問

卷問項已具信度與效度。最後將問卷資料使用 FUZZY DEMATEL來分析各因素的顯著

度與原因度，找出具核心影響性的經營成功關鍵因素。 

3.2.3 研究對象 

    第一階段針對新娘秘書公司經營成功關鍵因素構面與準則內容，運用修正式模

糊德爾菲法實施專家問卷審查內容之適切性與有效性，聘請長期對新娘秘書行業瞭

解之學者、官員、產業人員等 10位專家為調查對象。第二階段設計 DEMATEL 問卷

係針對新娘秘書公司經營成功關鍵因素之準則之影響關係，運用 Fuzzy Method 實

施專家問卷調查，聘請長期對新娘秘書行業瞭解之學者、官員、產業人員等 12位

專家為調查對象。 

3.3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分析方法，彙整新娘秘書經營成功關鍵因素相關文獻，建構出新娘秘書

經營成功關鍵因素之構面及準則，並使用修正式模糊德爾菲法商請產、官、學者專

家填寫問卷，以確認新娘秘書經營成功關鍵因素影響之主要構面及準則之問卷效

度，並以模糊決策實驗室(Fuzzy 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分析法，劃出新娘秘書經營成功考慮關鍵影響因素之網絡關聯圖，協

助找出複雜系統中的核心構面與因果關係。 

四、資料分析與結果 

構面 準  則 文獻來源 

專業素養 
專業證照 詹惠晶、張東寧、簡美姬、邱帝皓(2016) 

創造力 鄭秀鳳(2015) 

服務品質 

服務需求

項目 吳佩玲(2009)、林舒淳(2016) 

口碑 

環境因素 
內部因素 

林明惠(2011) 
外部因素 

行銷策略 

平面行銷 

周子平、王婉馨(2010) 策略聯盟 

網路經營 

承接相關活動能力 
組織團隊 

林明惠(2011)、侯美綺(2014) 

團隊合作 

財務管理 

收支平衡 陳澤義，張宏生(2010) 

資本需求 陳隆麒(2008) 

服務項目

價格 

戴國良(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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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受訪專家群背景特性分析 

    本研究專家問卷之發放為求客觀，及研究考量產業特性、經營層面與專業技能

之熟悉與專業程度，故選擇擁有整體造型、彩妝、髮型背景之主管機關官員、專業

學者、業者及技術者為本研究主要專家樣本。為考慮回覆問卷時間因素及問卷理解

力，本問卷採親自發送、當面解說，受訪專家包含：學者 3人、經營業者 6人、以

及政府單位 3人等 12 位專家。整體問卷回收率為 100%。本次受訪專家男性與女性

的所占的比率分別為：男性占 16.7%。女性占 83.3%。由上述受訪專家的背景資料

來看，參與本研究的受訪專家，女性占 5/6總人數 ，係因產業關系故以女性居多。

均為相關產業年資以 9年以上，占全部受訪專家比例為 100%，甚至超過 27年以上，

有很大比例是屬於資深的相關經歷。其填答的問卷具有高度的可信度。 

4.2 Fuzzy DEMATEL 因果圖建立與分析 

    本研究將回收的問卷資料，運用 Fuzzy DEMATEL 方法的分析步驟，進行資料計

算與分析，並將因果圖進一步分析與解釋。即回收各專家問卷彙整後，將各問卷數

據運用 Fuzzy DEMATEL 之三角法，轉成模糊數據矩陣，再以重心法解模糊數，成為

專家模糊直/間接影響關係矩陣，然後再將各專家模糊直/間接影響關係矩陣加總平

均，接著進行 DEMATEL 計算分析，其步驟說明如下： 

4.2.1 去模糊化之加總平均值準則影響關係矩陣 

    本研究問卷回收後，將各專家準則影響關係矩陣，以三角法之三角模糊數

(0,0,0.25)代表無影響 0、(0,0.25,0.5)代表極低影響 1、(0.25,0.5,0.75)代表低

影響 2、(0.5,0.75,1.0)代表高影響 3、(0.75,1.0,1.0)代表極高影響 4，轉換成

三角模準則接影響關係矩陣，接著將矩陣數據加總平均後進行解模糊化，獲得去模

糊化之加總平均值建立準則影響關係矩陣 Z。 

4.2.2 計算直接關係矩陣 Z 

    依據去模糊化之加總平均值建立準則直接影響關係矩陣 Z，接著進行矩陣之各

行與各列加總，並找出各行加總與各列加總之最大值 s=10.465。 

4.2.3 計算正規化直接關係矩陣 N  

    首先令 s 為矩陣 Z的行加總與列加總之最大值，再將整個 Z矩陣的元素除以

s，即 N= ，即可獲得正規化直接關係矩陣 N。 

4.2.4 計算總影響關係矩陣 

    先列出單位矩陣(I 矩陣。其主對角線元素為[1]，其餘元素為[0])，計算單位矩

陣(I)減正規化矩陣(N) ，獲得(I-N)矩陣。接著將(I-N)矩陣轉換成反矩陣(I-N)-1，然

後將正規化矩陣(N)乘以反矩陣 N(I-N)-1 ，可獲得總影響關係矩陣 T= N(I-N)-1。由

圖 2 顯示專業素養構面(0.446)影響承接相關活動能力構面(0.055)、服務品質

(-0.039)、財務管理(-0.110)、環境因素(-0.130)、行銷策略(-0.222)等五構面，承接相

關活動能力構面 (0.055)影響服務品質 (-0.039)、財務管理 (-0.110)、環境因素

(-0.130)、行銷策略(-0.222)等四構面。服務品質構面 (0.039)影響財務管理構面

(-0.110)、環境因素(-0.130)、行銷策略(-0.222)等三構面。財務管理構面(-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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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環境因素(-0.130)、行銷策略(-0.222)等二構面。環境因素構面(-0.130) 影響行

銷策略(-0.222)。 

 

 

 

 

 

 

 

 

圖 2  Fuzzy DEMATEL 構面影響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V1: 專業素養、V2:服務品質、V3:環境因素、V4:行銷策略、V5:承接相關活動

能力、V6:財務管理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結論係依據前述文獻探討，資料的蒐集，彙整各專家意見及建議作成

問卷，並運用德爾菲專家問卷調查建構出 Fuzzy DEMATEL 問卷，經由專家填寫問卷

後，以 Fuzzy DEMATEL 量化分析整理出問卷調查結果，而提出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

並說明其中研究結果所代表的意義，提供參考有所貢獻。 

5.1研究結果與討論 
5.1.1 研究結果 

5.1.1.1 修正式德爾菲專家問卷調查結果 

    本研究採用過去學者研究文獻彚整出影響新娘秘書公司經營成功關鍵因素，共

計 6大構面 14項準則。依此資料設計第一階段問卷，以修正式德爾菲法(Delphi 

Method)進行專家調查，本研究係請 10位產、官、學者專家進行構面填答，經過問

卷調查，篩選出 6構面，14項評估準則之問卷。及整理出影響新娘秘書公司經營

成功 6大構面下之 14 項關鍵準則：1.專業素養：(1)專業證照(2)創造力。2.服務

品質：(3)服務項目(4)口碑。3.環境因素：(5)內在因素(6)外在因素。4.行銷策略：

(7)平面行銷(8)策略聯盟(9)網路經營。5.承接相關活動能力：(10)組織團隊(11)

團隊合作。6.財務管理(12)財務規劃(13)資本需求(14)服務項目價格。 

5.1.1.2 模糊實驗室決策分析結果 

    本研究採用修正式德爾菲專家問卷調查結果，設計成模糊決策實驗室問卷，經

12位專家填寫問卷，回收後再以非線性的量化模式分析方法－模糊決策實驗室法

（Fuzzy DEMATEL），找出新娘秘書公司經營成功關鍵因素評估中的重要影響因子及

因子間之因果關係。研究結果發現：1.構面顯著性 (D+R)值最高為「服務品質構

面」，原因度(D-R)值最高者亦為「專業素養構面」，故知影響娘秘書公司經營成功

與否，取決於服務需求項目、口碑及專業證照、創造力配合下，始能有成功的機會。

2.準則顯著性(D+R)值最高的前三項依序為：「口碑」、「網路經營」、「服務項目」等

準則。此為影響新娘秘書公司經營成功，最為關注的因子。而從因果(D-R)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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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三項依序為：「專業證照」、「資本需求」及「創造力」等準則，顯然是最具影

響力之準則。3.專業素養構面之各準則影響關係(D-R)值：專業證照準則影響創造

力準則。4.服務品質構面之各準則影響關係(D-R)值：服務項目準則影響口碑準則。

5.環境因素構面之各準則影響關係(D-R)值：內在因素準則影響外在因素準則。6.

行銷策略構面之各準則影響關係(D-R)值：策略聯盟準則影響平面行銷、網路經營

等二個準則，網路經營準則影響平面行銷準則。7.承接相關活動能力構面之各準則

影響關係(D-R)值：團隊分工合作習慣準則影響組織團隊準則。8.財務管理構面之

各準則影響關係(D-R)值：資本需求準則影響財務規劃、服務項目價格等二個準則，

財務規劃準則影響服務項目價格準則。 

5.1.2 討論 

5.1.2.1 修正式模糊德爾菲法 

    本研究採用修正式模糊德爾菲專家問卷調查法，作為問卷之構面與準則篩選，

與傳統德爾菲專家問卷調查法有所不同；傳統德爾菲實務上採開放式問卷方式，至

少要實施三次調查，而本研究所採用之修正式模糊德爾菲專家問卷調查法，主要是

將傳統之毒餌非法加入模糊觀點，以解決問卷語意不清的問題，實務上僅調查一

次，即獲得專家們對準則與構面之一致觀點，不僅有效的節省了時間與成本，亦與

過去部分研究僅以文獻作為問卷之構面與準則，較有公正與客觀之憑據。過去研究

新娘秘書相關論文大多採用訪談及問卷量化方法研究，此種方法較為耗時、費力、

費工且問卷回收率不高，許多類似研究之構面與準則大部分引用參考文獻中相關研

究結果或研究者的規劃，直接發展出結構性問卷，作為第一回合的問卷調查，稱之

為「修正式德菲法」，此種方法未考慮問卷語意不清的問題。修正式德菲法可以節

省時間，讓參與研究的專家成員，可以聚焦在研究議題上，避免對開放性問卷的臆

測，並提高問卷回收率同時具有專家信度及效度。本研究採用修正式模糊德爾菲專

家問卷調查法，有別於近幾年很多研究者使用的模糊的德爾菲法(三角法、梯形法、

雙三角法)，兼具修正式德菲法之優點，也考慮了問卷語意不清的問題，是改良式

之模糊德爾菲法。 

5.1.2.2 Fuzzy DEMATEL 

  本研究為了消除專家問卷語意上之問題，採用 Fuzzy DEMATEL作為關鍵因素之計

算，所獲得之數據資料將更為精準的驗證出構面與構面之間互相影響關係，及準則

與準則之間的影響關係。檢視過去研究新娘秘書相關論文，傳統之專家問卷設計

時，未考量準則對準則之影響關係之語意尺度是否可適當表達專家的實際想法，本

研究引用模糊三角法主要解決問卷題項語意不清的問題，其方法是先將填答者之答

案轉化為模糊數據，再用數學方法解模糊數，分析各關鍵因素的構面及準則顯著度

與原因度，找出具核心影響性的經營成功關鍵因素，使研究數據資料更為精準。 

5.1.2.3 影響關係的繪圖探討 

  傳統之 DEMATEL對構面與構面之影響關係及準則與準則之間的影響關係之計

算，係以各構面或各準則之間的總影響關係值(D-R)，即構面影響值 D 減去構面被

影響值 R，若為正值之構面作為影響負值之構面關係之圖形，但本研究發現構面或

準則本身之影響關係，更能精準說明其影響與被影響之關係強度，在繪圖時應納入

考量。 

5.2管理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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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影響新娘秘書公司經營成功之專業素養構面 

    本研究結果發現影響新娘秘書公司經營成功之專業素養構面會影響承接相關

活動、服務品質、財務管理、環境因素、行銷策略等五個溝面，且原因度(D-R)值

最高者亦為「專業素養構面」，再從其準則來看專業證照準則會影響創造力，因此

會影響新娘秘書公司經營成功關鍵因素，應從專業素養之專業證照與創造力兩方面

著手，例如制定新娘秘書的專業證照制度，透過考照制度，提高新娘秘書專業素養

及激發新娘秘書從業人員的創造力，篩選出優質的新娘秘書人員，確實保障消費者

的權益，減少消費糾紛。 

5.2.2 影響新娘秘書公司經營成功之承接相關活動構面 

    本研究結果發現影響新娘秘書公司經營成功之承接相關活動構面會影響服務

品質、財務管理、環境因素、行銷策略等四個溝面，此一結果顯示承接相關活動構

面足以影響其他四個構面；再從其準則來看，影響承接相關活動構面之關鍵準則為

團隊合作，它確實會影響組織團隊準則。因此，會影響新娘秘書公司經營成功關鍵

因素，應從承接相關活動之團隊合作與組織團隊著手，例如招募一群志同道合認同

並致力達成實現共同目標的人才，成員間相互支持與合作，以每個人相輔相成的才

能，共同為新娘秘書公司的使命及目標而努力；一同為績效的設計及達成而貢獻才

華。 

5.2.3 影響新娘秘書公司經營成功之服務品質構面 

    本研究結果發現影響新娘秘書公司經營成功之服務品質構面會影響財務管

理、環境因素、行銷策略等三個構面，因此，影響新娘秘書公司經營成功關鍵性因

素，將會隨著服務對象、競爭狀況、時間的變化及城鄉的不同而有所改變。不斷求

新求變服務模式，溝通協調解決問題，透過口碑、網路經營、平面行銷、策略聯盟

方法提昇公司知名度及品牌形象，盡而增加新娘秘書公司財務，使公司收支平衡方

能永續經營。 

5.2.4 影響新娘秘書公司經營成功之財務管理構面 

    本研究結果發現影響新娘秘書公司經營成功之財務管理構面會影響環境因

素、行銷策略等二構面，因此，新娘秘書公司須有良好的收入及支出規劃，須做到

提昇對顧客需求差異化，提供顧客不同服務來做市場區隔，及同業削價競爭、顧客

殺價、行銷策略等等內、外環境因素來穩定客源及口碑，制定服務項目價格，才能

達到營利目標與永續經營。 

5.2.5 影響新娘秘書公司經營成功之環境因素構面 

    本研究結果發現影響新娘秘書公司經營成功之環境因素構面會影響行銷策略

構面，同業間常以削價、低價策略來爭取客戶，造成價格亂象、素質良莠不齊。因

此，新娘秘書公司須要改變行銷策略，善用平面行銷、網路經營外部資源，需要發

揮創意，分別與私營企業、非營利組織和其他相關產業機構組成策略聯盟，形成策

略夥伴關係，能更有效地服務顧客，提昇公司知名度及品牌行銷公司產品與服務，

增加公司業績。 

5.3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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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本研究分析整理影響「新娘秘書公司經營成功關鍵因素」的問卷調查結果

後，構面顯著度數值最高是「服務品質構面」，整體構面、關鍵因素及評估方案選

擇優先順序的經營策略而言，本研究提出下列建議與未來研究方向。 

    近年來新娘秘書公司林立，保持競爭力是很重要的，除了最基本的彩妝造型技

術之外，也必須持續進修精進，單打獨鬥成果不彰，新娘秘書公司經營是未來趨勢，

配合策略聯盟、網路經營、組織團隊，多方拓展造型相關行業，否則很容易會被市

場淘汰掉。影響新娘秘書公司經營成功之因素之具體做法建議如下： 

5.3.1 專業素養方面 

    新娘秘書公司在應聘員工應篩選具有相關專業證照者，諸如美容美髮乙、丙級

技能證照，或是民間專業團體或機構的專業證照，及相關資歷經驗，應具有一定彩

妝與髮型基本專業能力。建議新娘秘書公司應積極培育員工之創造力，使其具有冒

險的精神，無中生有，不斷的求新求變吸收新知識及經驗，才能創造出獨特適當合

宜的作品。 

5.3.2 承接相關活動方面 

    新娘秘書公司之團隊成員實施教育訓練課程時，應該著重承接大型活動、尾牙

音樂會…等制定流程 S0P，服務品質控管等課程，養成各個成員透過合作達到最有

效率的完成工作。 

5.3.3 服務品質方面 

    新娘秘書公司之為提升服務品質，造型師除了習得了一身技術外，還得「具備

敬業精神與態度」。其中包含了「提升自我專業素質的能力」、「提升諮詢與解決問

題能力」、「具備婚禮職場的倫理與道德觀念」。流行一直不斷在改變，如果造型師

只是一成不變，很容易就會被市場所淘汰。所以要積極讓自己不斷進步，「持續吸

收流行相關資訊的觀念」，以及「積極參與學習精神」是一定要的。並努 力「參與

名間廠商比賽與競賽」，這些都能夠提升各方面造型師能力，提升公司的服務品質。

服務品質是能滿足顧客需求及協助顧客相關問題與溝通。建議新娘秘書公司針對內

部員工建立職業道德與倫理規範，透過網路口碑行銷，建立優良服務第一之形象，

保證能達成與顧客的遵守的約定，可以守時、重約、有責任心才是，促使顧客滿意，

讓顧客覺得貼心、放心、安心的優秀新秘團隊，以達實質服務目的。 

5.3.4 財務管理方面 

    新娘秘書公司之營運應有良好的收入及支出規劃，募集適當的營運資本額，訂

定標準的服務項目價格，才能達到公司每年的營利目標，與永續經營之目的。 

5.3.5 環境因素方面 

    新娘秘書公司之造型師將所學能充分發揮在每位不同新娘的整體搭配上。而不

是只三套造型打天下，因為每位新娘的五官、臉型、氣質、整體感覺都不同，硬生

生把造型放在所有新娘身上，是沒有辦法把新娘的特質表現出來的。所以，公司新

秘造型師應該要有客戶要求客製化的能力。在有能力做到這之前，新秘必須有「具

備彩妝修飾各種臉型技巧」、「具備長短髮型設計造型技巧」、「具備新娘整體搭配技

巧」、「新娘飾品搭配與設計的技能」，並懂得專業分析的能力才行。做到了以上幾

點，新秘造型師才能真正的適時判別每位新娘的特色與適合的風格。須做到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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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環境因素變化，提昇對顧客需求差異化，提供顧客不同服務來做市場區隔，

及同業削價競爭、顧客殺價、活動策略等等，來穩定客源及提升競爭力。 

5.4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考量新娘秘書產業特性、經營層面與專業技能之熟悉與專業程度，選擇

擁有整體造型、彩妝、髮型背景之主管機關官員、專業學者、業者及技術者，目前

均在工作職場上且資歷均在 9-27年，因約訪時間一直無法配合或婉拒等因素，造

成遺珠之憾，且取樣對象所在區域以新竹以北地區為主，研究結果無法適用於其他

地區。研究係針對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縣市、新竹市主要採樣範圍，未

來後續研究方向可以擴大研究範圍，由台灣北部的研究，延伸研究至中部、南部，

甚至對於其經營差別做更深入的探討，以增加論文研究廣度。建議後續研究者，可

針對該部分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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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花卉批發市場位於此產業運銷重心，可以發揮一定作用來提升產業整體的競爭

力。本研究主要目的乃藉由文獻探討找出台灣花卉批發市場競爭力之影響因子，並

以此構念建立初步的層級架構。再根據此層級架構設計模糊德菲法專家問卷，經由

模糊德菲法運算後，共萃取出市場規模競爭力、供銷環境滿意度、經營管理能力、

持續發展能力等 5 項構面，並篩選出 22 項具專家共識的評估指標。 

關鍵詞:台灣花卉批發市場、模糊德爾菲法、競爭力指標 

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 

花卉是一種美麗的產業，能夠美化環境與滋養心靈。以荷蘭為例，其花卉產業

不但具備世界級競爭力、創造高額貿易順差，更塑造美麗荷蘭的國家形象。專研國

家競爭力的哈佛商學院教授麥可波特(1990)曾讚譽荷蘭的花卉產業是「全世界最具

競爭力的產業群聚。」以麥可波特的國家競爭力鑽石體系的四個面向分析，不管在

相關與支援產業、需求條件、生產因素和企業策略各層面，荷蘭花卉產業的競爭力

都有綿密深入的紮根。不過，荷蘭的花卉產業能行銷國際，最值得台灣學習的就是

充分發揮產業群聚的優勢。陳加忠(2004)為文一語道破，「荷蘭花卉產業以『集團

軍』，在世界各地攻城掠地，台灣則是『游擊戰』。」 

目前臺灣花卉產業在國際市場雖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傳統花卉生產國（如︰荷

蘭）及新興花卉生產國（如︰中國大陸）對於花卉產業的投入，將使未來國際花卉

市場之競爭更為激烈。其中荷蘭憑藉著過去花卉產業累積的生產技術與行銷經驗，

在大規模量產之下仍對花卉產品之規格及品質嚴格要求，這是荷蘭花卉產業最具優

勢之處。至於中國大陸花卉產業雖然仍處於起步階段，然而其低價競爭策略，對我

國花卉海外市場之拓展形成非常大的壓力，因此探討台灣花卉批發市場的競爭力，

實屬非常重要的產業課題。 

1.2 研究動機 

近年來，我國農政單位對於國家花卉品牌策略之應用極為重視，希望藉由品牌

效應，使花卉產業朝向「微笑曲線」右端發展。由於國家品牌之建立涉及標準制定

問題，因此目前花卉業者對於國家品牌之看法較為分歧；然而國家花卉形象的營

造，一方面可使花卉業者共同受益，另一方面也可避免國家品牌所涉及之標準制定

爭議，因此營造國家形象之作法普遍為業者所接受。而落實此政策執行最適組織，

莫過於花卉批發市場。 

1.3 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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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台灣不斷努力的開發花卉品種、提昇生產技術、增加種植面積等作為來強

化花卉產業競爭力，但面臨其他亞洲國家在政策補助遠優於台灣的情況下，以價格

優勢進軍國際，積極拓展日本、歐洲及美國花卉市場，進而影響到臺灣花卉的整體

外銷通路與銷售業績。因此，關注花卉產業的永續發展有其必要性。本研究以花卉

批發市場為研究對象，藉由產業專家意見，探討影響其競爭力之因子。具體研究目

的列示於下； 

(一)蒐集整理花卉產業的現狀及花卉批發市場營運概況。 

(二)以 Fuzzy Delphi 找出台灣花卉批發市場的競爭力指標。 

(三)將研究結果提供給產官學界作為花卉批發市場的評鑑參考指標。 

(四)嘗試將競爭力指標化為未來發展策略。 

1.4 研究範圍 

透過對花卉產業現況的瞭解，進一步分析花卉運銷體系之運作情況，方才掌握

花卉批發市場於花卉產業之地定位，因此本研究主要以花卉批發市場為研究主要標

的，以下分為三部份逐一分析。 

1.4.1 我國花卉產業概況 

台灣地處亞熱帶，氣候環境優良，又有三千公尺以上之高山，多樣化的氣候適

合栽培各種不同種類的花卉，近幾十年來在產官學各界的努力下，台灣花卉產業已

奠定良好的發展基礎，尤其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花卉產業非但未受到衝

擊，反而展現國際競爭力，國際拓銷版圖遍及世界廿餘個國家，台灣蝴蝶蘭更已成

為外銷旗艦產品揚名國際。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之統計，台灣地區之花卉生產從

1980 年代以來即逐年成長，從 1983 年栽培面積僅 2,996 公頃，產值 16.0 億，到 2015

年已成長至栽培面積 14,668 公頃，總產值 178 億(農業統計年報 2016)，33 年來面

積成長 4.9 倍， 產值則高達 11 倍。 

1.4.2 台灣花卉產銷體系 

台灣花卉產業目前的大部分的花卉物流是由產地花農透過農會、產銷班、合作

社/場等組織單位或自行向各花卉批發市場申請供應代號成為供應人，供貨到花卉批

發市場進行拍賣，再由承銷承銷人競價拍賣後購得貨品，零售商（花店等）再向承

銷人購買，然後到達消費者手中。而承銷人也可由花卉批發市場透過訂貨交易直接

與供應人媒介交易(李伊婷，2005)。 

1.4.3 台灣花卉批發市場 

目前台灣共有 6 家花卉批發市場，總進貨量和總交易額最高者均為台北花市，

彰化花市次之，而 2003 年 9 月成立之高雄花市使得市場進貨量和交易額的佔比重

新分配，居於第三，領先台南及台中花市，台北花木批發市場居末。 

梁高榮(1997)談及花卉批發市場在花卉運銷體系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可

以將原本 M 個供應人，N 個承銷人的物流問題，從 M×N 變成 M+N。談到台灣的

花卉產業，台灣地區的花卉批發市場扮演重要的角色，可以整合所有台灣地區花卉

生產者，協助其將所有生產的花卉及時供銷至消費地，是故主要研究範圍設定於花

卉批發市場。 

1.5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過程，首先收集國內花卉批發市場相關研究之次級資料，建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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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之初步探索性架構，然後依據文獻及政府評核標準，另加入研究者參與台北花

木批發市場營運企劃書擬定之工作體認，訂定花卉批發市場競爭力之構面及指標。

接著選定產業先進、主管機關官員及相關學者進行參與調查意願徵詢，其後執行模

糊德爾菲法(FDM)問卷調查取得資料進行後續分析以期獲得研究成果，研究流程如

圖 1-2。 

 

圖 1-2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文獻探討 

2.1 花卉批發市場 

批發市場的成立涉及供應人、承銷人及批發市場經營主體，這是三方互動的合

作賽局(梁高榮，1997)。花卉批發市場乃指依據農產品交易法的規定設立，為確保

農產品運銷秩序，調節供應，促進公平交易之花卉批發交易場所，其由市場經營主

體、承銷人、供應人三方所構成。受到國內法令的限制，「花卉批發市場」被視為

是一種特許性的公用事業。花卉批發市場位居國內花卉運銷的中間樞紐位置，其經

營良窳直接影響到整體花卉運銷效率的表現。因此，完善花卉批發市場軟硬體建

設，強化批發市場的經營與管理效能，裨助花卉運銷通路的順暢與提高交易量價，

一直是花卉運銷體系中最重要的工作。 

2.2 花卉批發市場相關文獻回顧 

早期國內關於花卉批發市場的研究，多著重在產銷通路(許文富，1988)及交易

制度(梁高榮，1997、李宗儒，1998)方面的研究，而後開始有些設置位置與興建方

面(賴美杏，1993)的探討。然後就是主管機關對於批發市場之經營績效評核(許文

富、陳政位，2003)，最近開始以全球化的角度探討花卉產業的發展(劉昭吟，2005)。

由上述探討可以看出缺乏對於花卉批發市場競爭力指標之研究。 

2.3 花卉批發市場的競爭力指標 

企業以策略取得競爭對手無法取得的既有利益或未來機會，即為企業競爭力。

產業是由一群本質相近，而替代性很高的產品之企業組成，產業結構(Industrial 

structure)與競爭力分析主要是從產業整體面的角度，透過觀察產業內各企業所面臨

的競爭壓力與優勢，窺見其競爭力指標之端倪。而花卉批發市場競爭力是由相互關

聯、相互作用的多種因素構成的，因此花卉批發市場競爭力的指標應以多層次方式

顯示各個因素的相關性和系統性，方能準確客觀的評價花卉批發市場。  

2.4 市場競爭力構面及指標定義 

祝俊明(2005)所提出包括市場規模競爭力指標、市場管理組織競爭力指標、商

家滿意度指標、抗風險能力指標、領先競爭對手項目指標等五項，其中又可細分為

29 小項。龐嘉萍(2012)針對農品品批發市場競爭力分析，提出了地理位置、設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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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環境因素、無形資源等五項因素，23 小項指標。本研究參考上述兩位學者著

作及政府對於現有批發市場經營績效評核標準，另根據研究者多年實際工作經驗，

將花卉批發市場競爭力指標統整於下。 

2.4.1 市場規模競爭力構面 

市場規模經營能力是花卉批發市場競爭力的直接表現。作為一種農產品流通服

務組織，批發市場具有明顯的規模經濟性。大規模的花卉批發市場依賴其經營業務

範圍廣、訊息收集能力強、流通費用大幅降低，可以迅速準確制定合理的戰略目標，

從而在激烈的市場競爭中確立領導地位。因此市場規模競爭力包括以下 5 個衡量指

標:(一)建築規模 (二)交易規模 (三)供銷規模 (四)市場占有率 (五)服務涵蓋範圍。 

2.4.2 供銷環境滿意度構面 

供銷環境是影響花卉批發市場尤為重要的一個因素，批發市場屬於流通服務型

企業，只有提供讓客戶(包括供應人、承銷人、一般消費者)滿意的服務，才能建立

購買意願及忠誠度，並在激烈的市場競爭中取得競爭優勢。供銷環境滿意度測量，

主要由以下 5 個指標: (一)交易成本 (二)交易秩序 (三)交易效率 (四)配套服務 (五)

市場服務態度來衡量。 

2.4.3 組織管理能力構面 

組織管理是花卉批發市場正常營運的必要因素，組織管理能力集中反映花卉批

發市場在計畫、組織、領導、控制以及人才管理方面綜合能力的強弱程度，從而判

斷是否比對手更有效率的經營管理企業。因此花卉批發市場組織管理能力的衡量應

包括以下5個指標:(一)決策協調能力 (二)規章制度完善性 (三)管理層教育程度 (四)

員工流動率 (五)員工培訓及激勵度。 

2.4.4 財務管理能力構面 

財務管理能力主要是指花卉批發市場在經營和發展的過程中對資金或資產的

經營管理方面的能力，是與批發市場經營和發展所必須的資金保證程度有關的能

力。可以從花卉批發市場的盈利能力、資產管理能力、償債能力和融資能力這 4 個

指標來衡量。 

2.4.5 持續發展能力構面 

持續發展能力本身就是一種競爭力，其直接影響到花卉批發市場能否在未來獲

得相對競爭優勢，是謀求長遠發展的重要保證。隨著競爭環境的日益激烈，花卉批

發市場只有不斷地保持持續發展能力，才能不斷擁有競爭優勢。這一能力主要由以

下 5 個指標:(一)風險控管能力 (二)環境適應能力 (三)服務創新能力 (四)企業文化

塑造 (五)組織學習能力來衡量。 

三、研究方法 

德爾菲法是 1960 年由 Helmer 及 Dalkey 等人所發展出來的長期預測技術。乃

由一群專家針對特定議題建立一致性看法或共識的研究方法，藉由連續的問卷調查

及意見溝通，逐步達成共識(吳雅玲 2001)。Murraｙ在 1985 年將模糊理論與德爾菲

法加以結合，有別於傳統德爾菲法以平均數的概念呈現專家的共識值，若將不同專

家的共識值以函數表示，則不同的共識函數會出現不同的幾何平均數、最大平均

數、最小平均數、算術平均數等函數關係，以專家問卷之評估值建立三角模糊函數，

以幾何函數代表專家群體對此影響因素評估之共識，最後由研究者依陡坡門檻值，

以選出適當的評估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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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模糊德爾菲法操作 

本研究以專家問卷透過雙三角模糊數檢測進行各構面及指標之重要性，進而篩

選捨去不重要之構面或準則，同時也能兼顧所有專家的意見。另外模糊德爾菲法中

的「雙三角模糊函數」較「單三角模糊函數」不易產生折衷現象，且具灰色地帶檢

定效果。而批發市場競爭力指標多數為主觀認定性質，可藉由模糊集合理論加以處

理。「灰色地帶檢定法」來檢驗專家認知是否已達收斂(Klir and Folger，1988)其步

驟分別為: 

步驟一:組成適當的專家小組，然後請每位專家針對每一項評估項目給予一個可

能區間數值。此區間數值的「最小值」表示此專家對該評估項目量化分數的「最保

守認知值」；而此區間數值的「最大值」表示此專家對該評估項目量化分數的「最

樂觀認知值」。 

步驟二：針對每項評估項目 i，分別就所有專家給予的「最保守認知值」與「最

樂觀認知值」做統計分析，將落於兩倍標準差以外的極端值剔除後，再分別去計算

未被剔除而剩餘「最保守認知值」中的最小值 、幾何平均數 、最大值 ，與

「最樂觀認知值」中的最小值 、幾何平均數 、最大值 ，其中 L 表示最小值，

M 表示中間值，U 表示最大值。 

步驟三: 分別建立由步驟二所求算出針對每一個評估項目 i 的「最保守認知」

之三角模糊數  = ( , , )，及「最樂觀認知」之三角模糊數 =( , , )。 

步驟四：檢驗專家的意見是否有達到共識，如有意見未收斂之評估項目將其提

供給專家參考，並重覆步驟一至步驟四，進行下一次的問卷調查，直到所有的評估

項目皆達到收斂為止。 

3.2 初步建構花卉批發市場競爭力構面及指標 

依據前述文獻回顧本研究初步建構花卉批發市場競爭力之構面及評估指標如

下表 

表 3-1 初步建構台灣花卉批發市場競爭力構面及指標 

目標層級 構面層級 指標層級 

花卉批發市

場競爭力 

1 市場規模競爭力 1-1 建築規模、1-2 交易規模、1-3 供銷規模、1-4 市場占有率、

1-5 服務涵蓋範圍 

2 供銷環境滿意度 2-1 交易秩序、2-2 交易費用、2-3 交易效率、2-4 配套服務、2-5

市場服務態度 

3 經營管理能力 3-1 決策協調能力、3-2 規章制度完善性、3-3 管理層教育程度、

3-4 員工流動率、3-5 員工培訓及激勵度 

4 財務管理能力 4-1 盈利能力、4-2 資產管理能力、4-3 償債能力、4-4 融資能力 

5 持續發展能力 5-1 風險控管能力、5-2 環境適應能力、5-3 服務創新能力、5-4

企業文化塑造、5-5 組織學習能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3 模糊德爾菲法專家成員選定 

Delphi 邀請對研究議題具有代表性的專家組成 Delphi 小組成員(Delphi Panel)

參與研究，其研究的結果，是建立在與議題相關領域的專家專業知能與經驗的基礎

上。採用 Delphi 研究法，即整合群體專家之所長及經驗來對研究者所初擬之問卷，

進行評析和修正。關於 Delphi 專家小組成員的部分，原則上宜採小樣本，一般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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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1phi 小組成員至少在 10 人以上時，群體誤差最低，可信度最高(Murry & 

Hammons, 1995)。所以本研究選定目前花卉產業研究有成的學者 4 位、花卉批發市

場之主管機關 2 位、花卉業界之高階主管 5 位，共計 11 位組成研究專家小組成員。 

3.4 問卷設計 

模糊德爾菲專家問卷設計主要目的係評定構面及指標的重要性。評分方式採 

0~10 個等級，分數越高表示越重要，依專家專業素養獨立評定每個評估因子的重要

性，並填入整數值。透過上述分析，將專家意見發散未達收斂之指標，將資料彙整

後呈現於修正問卷，請所有專家重新填答，直至專家意見收斂。 

3.5 專家意見運用模糊函數判斷 

專家的意見是否有達到共識，可藉由下述的方式來判斷： 

若兩三角模糊數無重疊現象亦即( ≤ )，則表示各專家的意見區間值有共識

區段，且意見趨於此共識區段範圍內。 

換言之，專家所認定的最小值即最小，最大值即最大，並不會發生甲專家所認

定的最大值， 反而是乙專家認為的最小值情況。因此評估項目 i 的「共識重要程

度值」 等於 與 的算術平均值，如式(1)。  

------------------------------------(1) 

若兩三角模糊數有重疊現象亦即( > )，且模糊關係之灰色地帶 = − 小

於專家對該評估項目「樂觀認知的幾何平均值」與「保守認知的幾何平均值」之區

間範圍  ( − )之值。 

則表示各專家的意見區間值雖無共識區段，但給予極端值意見的兩位專家(樂觀

認知裡的最保守值及保守認知裡的最樂觀值)，並沒有與其他專家的意見相差過大而

導致意見分歧發散。因此，可令此評估項目 i 的「共識重要程度值 」 等於對兩三

角模糊數之模糊關係做交集(min)運算所得的模糊集合，再求出該模糊集合具有最大

隸屬度值的量化分數，如式(2)、式(3)。 

   ---(2) 

----------------------(3) 

其中 值可以相似三角形原理求出，其公式如式(4)： 

------------------------(4) 

兩三模糊數有重疊現象亦即( > )，且模糊關係之灰色地帶  = − 大於專

家對該評估項目「樂觀認知的幾何平均值」與「保守認知的幾何平均值」之區間範

圍 ( − )之值，則表示各專家的意見區間值既無共識區段，且給予極端值意見

的專家，與其他專家的意見相差過大導致意見分歧發散。因此，將這些意見未收斂

之評估項目提供給專家參考，並重覆步驟一至步驟四，直到所有的評估項目皆達到

收斂為止。 

四、資料分析 

4.1 台灣花卉批發市場競爭力指標第一階段模糊德菲法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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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模糊德菲法採用雙三角模糊數，來篩選評估準則。第一階段以電子郵

件發出給十一個專家，回收九位(回收率 81.8%)，其回收問卷所得資料的整理統計

如下表 4-1。  

表 4-1 第一次模糊德爾菲法專家問卷之統計結果(N=9 人) 
   

評估構面或指標 
最保守認知值 最樂觀認知值 幾何平均

數區間  

模糊關係之

灰色地帶  

是否

收斂 

共識重要

程度值  ( , , ) ( , , ) 

1 市場規模競爭力 （5，6.55，8）  （8，9.11，10）  2.56 0 是(1) 7.83 

1.1 建築規模 （5，5.82，7） （7，7.97，9） 2.14 0 是(1) 6.9 

1.2 交易規模 （5，6.55，8） （7，8.69，10） 2.14 1 是(2) 7.54 

1.3 供銷規模 （4，5.44，8） （5，7.78，10） 2.34 3 否(3) - 

1.4 市場占有率 （5，5.98，8） （7，8.46，10） 2.48 1 是(2) 7.42 

1.5 服務涵蓋範圍 （5，6.02，8） （6，7.75，10） 1.74 2 否(3) - 

2 供銷環境滿意度 （5，6.57，8） （8，8.74，9） 2.17 0 是(1) 7.65 

2.1 交易成本 （4，5.77，7） （7，8.22，9） 2.45 0 是(1) 7 

2.2 交易秩序 （5，6.55，8） （8，8.83，10） 2.28 0 是(1) 7.69 

2.3 交易效率 （6，6.93，9） （8，9.09，10） 2.16 1 是(2) 8.35 

2.4 配套服務 （4，5.21，6） （5，7.28，9） 2.07 1 是(2) 5.74 

2.5 市場服務態度 （5，6.31，7） （7，8.33，9） 2.02 0 是(1) 7.32 

3 經營管理能力 （5，6.42，8） （7，8.69，10） 2.27 1 是(2) 7.52 

3.1 決策協調能力 （5，6.68，8） （8，8.84，10） 2.16 0 是(1) 7.76 

3.2 規章制度完善性 （5，6.42，8） （7，8.46，10） 2.04 1 是(2) 7.48 

3.3 管理層教育程度 （5，5.92，7） （6，7.92，9） 2 1 是(2) 6.64 

3.4 員工流動率 （5，6.32，8） （8，8.36，9） 2.04 0 是(1) 7.34 

3.5 員工培訓及激勵度 （5，6.40，8） （7，8.81，10） 2.41 1 是(2) 7.53 

4 財務管理能力 （5，6.02，8） （7，7.82，9） 1.81 1 是(2) 7.29 

4.1 盈利能力 （5，6.28，8） （6，8.26，10） 1.98 2 否(3) - 

4.2 資產管理能力 （5，6.18，8） （6，8.40，10） 2.23 2 是(2) 7.14 

4.3 償債能力 （5，6.00，8） （6，7.84，10） 1.84 2 否(3) - 

4.4 融資能力 （5，5.90，8） （5，7.31，10） 1.41 3 否(3) - 

5 持續發展能力 （5，6.14，8） （7，8.07，10） 1.94 1 是(2) 7.37 

5.1 風險控管能力 （5，6.64，8） （7，8.79，10） 2.16 1 是(2) 7.57 

5.2 環境適應能力 （6，6.70，8） （8，8.73，10） 2.02 0 是(1) 7.71 

5.3 服務創新能力 （5，6.42，8） （8，8.47，10） 2.05 0 是(1)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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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企業文化塑造 （5，6.28，8） （7，8.19，10） 1.91 1 是(2) 7.41 

5.5 組織學習能力 （5，6.40，8） （7，7.94，10） 1.54 1 是(2) 7.3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 表中有 10 項構面或指標之幾何平均數區間 ，即雙三角模糊數無灰色

地帶產生，表示專家意見區間值有共識區段，其共識重要程度值 等於 與 的

算術平均值。 

(2) 另有 14 項構面或指標之幾何平均數區間 ，且模糊關係之灰色地帶

小於 ，即雙三角模糊數有灰色地帶產生，其共識重要程度值 。 

(3) 如上表所示，5 項雙三角模糊數有灰色地帶，但其模糊關係之灰色地帶 大

於 ，表示不但有灰色地帶存在，且專家們的意見相差甚大。因此，必須將未達收

斂的評估項目之「樂觀認知」與「保守認知」的幾何平均值，提供給專家參考，進

行第二次問卷。  

4.2 台灣花卉批發市場競爭力指標第二階段模糊德菲法之統計 

第二階段將未達收斂的五項評估項目之最保守認知值與最樂觀認知值的最大

值、幾何平均數、最小值以及該專家的填答整理成第二階段問卷提供給專家參考，

以電子郵件將問卷發給九位專家，其回收問卷所得資料的整理統計如下表 4-2。依

據模糊函數計算與判斷，剩餘 5 項衡量指標，均已達成共識。 

表 4-2 第二次模糊德爾菲法專家問卷之統計結果(N=9 人) 
   

評估構面或指標 
最保守認知值 最樂觀認知值 幾何平均

數區間  

模糊關係之

灰色地帶  

是否

收斂 

共識重要

程度值  ( , , ) ( , , ) 

1.3 供銷規模 （5，6.24，8） （7，8.46，10） 2.21 1 是(2) 7.45 

1.5 服務涵蓋範圍 （5，5.82，7） （6，7.32，8） 1.50 1 是(2) 6.53 

4.1 盈利能力 （6，6.83，8） （6，8.60，10） 1.77 0 是(1) 7.71 

4.3 償債能力 （5，6.07，7） （6，7.59，8） 1.52 1 是(2) 6.63 

4.4 融資能力 （5，5.69，7） （5，7.04，8） 1.34 2 是(2) 6.2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3 台灣花卉批發市場競爭力指標門檻值選定 

將各項評估構面及準則之專家共識值，應用圖 4-1 的線形圖進行陡坡分析，由

線形圖陡度的驟降處，來選定專家共識門檻值為 6.53，故除融資能力、配套服務兩

項準則捨棄不用之外，其餘構面及準則一律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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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專家共識值散佈圖之陡坡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4 確立台灣花卉批發市場競爭力指標架構 

經過上述研究分析，確立台灣花卉批發市場競爭力指標架構如下表 4-3。 

表 4-3 台灣花卉批發市場競爭力構面指標階層表 

目標層級 構面層級 指標層級 

花卉批發市

場競爭力 

1 市場規模競爭力 1-1 建築規模、1-2 交易規模、1-3 供銷規模、1-4 市場占有率、

1-5 服務涵蓋範圍 

2 供銷環境滿意度 2-1 交易秩序、2-2 交易費用、2-3 交易效率、2-4 市場服務態度 

3 經營管理能力 3-1 決策協調能力、3-2 規章制度完善性、3-3 管理層教育程度、

3-4 員工流動率、3-5 員工培訓及激勵度 

4 財務管理能力 4-1 盈利能力、4-2 資產管理能力、4-3 償債能力 

5 持續發展能力 5-1 風險控管能力、5-2 環境適應能力、5-3 服務創新能力、5-4

企業文化塑造、5-5 組織學習能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結論與建議 

分為結論與建議，說明如下: 

5.1 結論 

為尋求台灣花卉批發市場競爭力指標，本研究運用模糊德菲法，作為本研究整

體研究架構與資料分析方法的理論基礎。由文獻探討、研究架構的建立、兩階段問

卷調查，到最後問卷調查分析等流程，逐步達成本研究目的，探討如下:  

(一)影響台灣花卉批發市場競爭力之指標 

本研究藉由文獻探討得到花卉批發市場競爭力的可能因子，並以此構念建立初

步的層級架構。再根據此一層級架構，設計第一階段模糊德菲法專家問卷，經由模

糊德菲法運算後，共萃取出 5 項構面，並篩選出 22 項具專家共識的評估指標。 

(二)台灣花卉批發市場競爭力構面之比較 

誠如上述資料分析結果，構面之共識重要性程度依序分別為(1)市場規模競爭

力、(2)供銷環境滿意度、(3)經營管理能力、(4)持續發展能力、(5)財務管理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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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共識推斷重要性程度相差並不太大。 

(三)台灣花卉批發市場競爭力指標之分析 

誠如上述資料分析結果，指標之共識重要性程度，以交易效率 8.35 為最高，可

見不論產官學都認同花卉批發市場需在一定的時間內正確、快速地完成交易乃最重

要的任務。而其他指標重要性程度較高的分別為決策協調能力、盈利能力、環境適

應能力、交易秩序、風險控管能力，但所有篩選之指標的重要性程度較為接近。 

(四)研擬建構台灣花卉批發市場競爭力之管理意涵  

本研究針對資料分析結果所得來研擬出管理意涵，以作為實務界業者參考之

用。管理意涵如下： 1. 因為花卉批發市場幾乎都是政府興建而後交給民間團體經

營，市場規模競爭力幾乎是無可改變的現實，但是其重要性仍不可取代。2.無論各

行各業，客戶滿意才是企業永續經營的根本，雖然花卉批發市場客戶滿意的指標與

一般企業不同，但是其重要性僅次於市場規模競爭力。3 持續發展能力的重要程度

似乎在花卉產業不如一般預期，顯示產業目前過於保守，需要有更多創新思維。4.

財務管理能力居末乃因現有花卉批發市場過於倚重政府支援，缺乏獨立開創市場之

企圖。. 

4.2 建議  

本研究針對研究結果提出一些建議，對於後續研究者以及產業實際應用面，可

朝以下方項思考。 

(一)本研究為初探性研究，整體架構主要由產官學之專家所評估完成。建議後

續研究者可將本研究提出之競爭力指標，進行大量性的實證，來將研究架構更加完

備、貼近產業的需求。 

(二)本研究僅針對文獻歸納整合之競爭力指標，進行專家問卷調查後加以分

析，而未進一步透過專家訪談或其他方法，來加以驗證或者補強，建議後續者可透

過專家訪談進行更深入的調查。 

4.3 研究限制 

本研究經由相關文獻進行分析探討，以模糊德菲法得到具有專家共識的構面，

建立可能成功因素架構，過程盡量力求嚴謹，但是仍不免有下列幾點研究限制：  

(一)本研究初步架構中的各項構面與指標，乃是藉由相關文獻分析探討所獲

致，因此在各項構面與要素的擇取上，可能有未盡完善之處。  

(二)本研究調查選定之專家，政府主管機關僅一位回覆，以致存在抽樣偏誤之

可能。 

(三)由於每家花卉批發市場所面臨的瓶頸與問題並不相同，故本研究僅建構大

方向的競爭力指標，以供策略選擇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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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銀行為研究對象，以連續六年的財務數據，透過 DEA模型分

析結果相比較，本研究資料來源取自於各銀銀行網路年報，將其中 14 家金控與 25

家銀行為對象，選取適合測規模經濟的投入與產出變數，以 DEA的 CCR 及 BCC模型

測算樣本金控、銀行之總效率、技術效率及規模效率等效率值，以探討金控與非金

控銀行，民營與官股銀行之間效率值，並以迴歸方程式探討 2011-2016 年各金控、

銀行的效率值與總資產報酬率(ROA)、 股東權益報酬率(ROE)探討分析相關係數。 

研究結果顯示，在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以及規模效率各方面的經營績效是以非金

控銀行優於金控銀行，民營銀行優於官股銀行，足見經營效率之良窳與規模大小、

行員數及分行數之多寡無相關顯著，銀行若因規模過大無法發揮預期經營效率，反

而導致經營效率不佳。 

 

關鍵字：效率 (efficiency)，泛公股銀行，民營銀行，績效，金融科技 (Fintech) 

一、緒論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我國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已在 2001 年 11 月正式上路，到目前為止共有 16

家金控公司執照並掛牌經營，以目前檯面上各家金控公司的主體來看，可發現多以

銀行為主體者居多，金控公司的主要利基在於金融產品的跨售，而銀行據點是金融

業所有通路中，最適合推動通路之競爭優勢的部分，然而在與異業合組金控所追求

的交叉銷售 (Cross Selling)、成本縮減 (Cost Saving)，及資本配置效率 (Capital 

Efficiency)三大綜效目標上，如何整合跨銀行、證券、保險、基金等金融產品及服

務並有效率的擴大產品面與行銷面，是主導銀行的管理者極需做目標規劃的部分。 

在評估經營績效的目的，在於瞭解企業本身資源的運用與配置是否到最佳境

界，從而作為修正依據及未來決策之參考，以使企業保持競爭能力。所以銀行效率

評估對於其管理者具有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及利害關係人權益受到保障，進行

銀行效率評估，此乃本研究動機之一。 

二、文獻探討 
2.1銀 行 型 態 

「銀行」在學理上有廣義與狹義之解釋，依我國銀行法第二條定義為：「本法

所稱之銀行，謂依本法組織登記，經營銀行業務之機構」。又依銀行法第五十二條

規定：「銀行為法人，其組織除法律另有規定或本法修正施行前經專案核准者外，

以股份公司為限，依本法或其他法律設立之銀行或金融機構，其設立標準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林宜學，2009）引起個體進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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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公營事業之定義 
依據我國相關法令規定，以政府獨資或人民合資經營及由公營事業轉投資、資

本合計超過投資事業資本百分之五十之銀行，屬本研究之公營銀行範圍。而至民國

九十九年，公營銀行僅剩台灣銀行以及土地銀行。 

2.1.2 泛公股銀行之定義 
本研究依據『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施行細則第 11 條之規定』所稱公營事業

轉為民營化之泛公股銀行型態可依出售股份或辦理現金增資者，指政府持有之股份

或出資額，低於已發行股數或資本總額百分之五十之。 

2.1.3 民營銀行之定義 
「民營銀行」係指自然人和民營企業參股，提供借款與貸款服務給予社會大眾

服務，並按照市場機制營運，在所有權方面，必須由民間資本真正的主導地位；在

經營權方面，必須獨立自主，公司內部權力結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民營化所

帶來了是重新分配收入與財富的重要機會，可以分析如稅收規章與補貼政策的變化

（Posner, 1971）。 

2.2銀 行 整 併 
尤雅慧(2009)論文提及決定銀行購併動機的因素有：資本適足率、負債比率、

備抵呆帳覆蓋率、流動準備率、每股盈餘、放款成長率、市場景氣以及銀行規模等

都與銀行購併機率呈正相關。蔡佩茹(2008)研究購併前後活動，其研究結果顯示：

主併銀行在購併前後之經營績效並無顯著不同。 

2.3經 營 效 率 
效率（Efficiency）乃為管理學中定義績效（Performance）的觀念之一，主要是

注重投入與產出之間的關係，並在既定的產出水準之下追求資源成本的最小化，亦

為達成目標的資源使用狀況，通常被視為與生產力意義相同（鄭景聯，2008）。 

2.4績 效 
Szilagyi (1981)認為績效 (Performance)是一種整體的概念，可以代表組織運作的最

終結果，而效率與效能則為績效的組成份子之一，故在探討企業組織管理績效時，

應同時加入效率與效能兩個要素。衡量組織績效，實際上包含了全面性之考量外，

亦需將效率與效能加以分析與探討。管理大師 Peter Drucker (1974)認為效率就是把

目前正在進行的任務做得更好，正意謂著「把事情做好」  (doing things right）效

能則為成功的根源。 

2.5金 融 科 技 
近幾年國外金融科技(Financial Technology, FinTech)發展迅速，金管會主任委員

曾銘宗於 2014 年 6 月有鑑於金融環境發展數位化、行動化、網路化的世界潮流，

首度提出金融數位化 Bank 3.0 的構思計畫，同時為了引導台灣金融業加速發展金融

科技，調整金融法規因應金融業者需求、金融資訊安全管理、強化消費者保護、金

融資訊專業能 4 大因應策略，並自 2015 年全面啟動打造「數位化金融環境 Bank 3.0」

計畫。情做好」   

三、研究方法 
3.1研 究 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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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討本國銀行經營效率與績效的比較。以 EPS 排序較高者為 DMUs 研究對

象，金融控股 14 家及泛公股銀行 8 家和民營銀行 17 家共 39 家。以 2011-2016 年

度業者年度資料，採用資料包絡分析法(DEA)由投入項與產出項進行分析，以 CCR

與 BCC 模式中擷取台灣銀行的整體技術效率(OTE)、純技術效率(PTE)、規模效率

(SE)。投入項有總資產、股東權益、一般行政營運支出和員工數，產出項有營業收

入、本業獲利(EBIT)、淨利和每股盈餘(EPS)。本研究架構詳如圖 1 所示： 

 
 

 

 

  

 

 
 

圖 1 本研究觀念性架構圖 

3.2研 究 假 設 
假設 H1：非金控銀行的整體效率平均高於金控銀行。 

假設 H2：民營銀行平均的整體效率優於官股銀行。 

假設 H3：銀行業者的效率值越高則 ROA (總資產報酬率) 也越高 

假設 H4：銀行業者的效率值越高則 ROE (股東權益)也越高 

3.3投 入 與 產 出 變 數 

3.3.1. 投入變數： 

 1、總資產：係指公司所擁有及可控制的資產，為公司當年度的資產總額， 

2、股東權益: 是指公司總資產中扣除負債所餘下的部分，也稱為凈資產。 

3、一般行政營運支出：包含一個公司的所有非直接業務成本的支出，如行政

部門員工薪資、管理費用、水電費、租金、文具費等。 

4、員工數：係指各公司所編制的工作、工務、業務及管理行政的任職員名額

數。 

3.3.2 產出變數： 

1、營業收入：係指本期內因經常營業活動而銷售商品或提供勞務等所獲得的

收入，       

2、本業獲利：表示公司運用所有資產所創造的利潤，可用此判斷實質的獲利

能力。 

產出項： 
營業收入 
本業獲利 
淨利 
每股盈餘 

效率 
(Efficiency) 
整體技術效率 
(OTE) 

 

投入項： 
總資產 
股東權益 
一般行政營運支出 
員工數 

績效(Performance) 
* ROA 
* ROE 

H3  H4 
 
 
 

非金控銀行效率平
均高於金控銀行  
民營銀行效率平均
高於官股銀行  

H1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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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淨利：指的是公司損益表的最後一欄，淨利所表現的是公司真正經營損益

之情況。 

4、每股盈餘:代表每一普通股所獲得的盈餘，為用來評估公司獲利能力的重要

指標。  

表 1 投入與產出要素定義說明 

項目 單位 說明 

投入項目： 

總資產 仟元 為公司當年度的資產總額，包括流動資產、長期投資、固定

資產、無形資產與其他資產。 

股東權益 仟元 是指公司總資產中扣除負債所餘下的部分，也稱為凈資產 

一般行政營運

支出 

仟元 一個公司的所有非直接業務成本的支出，如行政部門員工薪

資、管理費用、水電費、租金、文具費等。 

員工數 個人數 各公司所編制的工作、工務、業務及管理行政的職員名額數。 

產出項目： 

營業收入 仟元 指本期內因經常營業活動而銷售商品或提供勞務等所獲得

的收入，如銷貨收入、勞務收入、其他收入。 

本業獲利 仟元 指利息、稅項前的獲利情況，用來表示公司運用所有資產所

創造出的利潤，可用此判斷公司實質的獲利能力。 

淨利 仟元 淨利所表現的是公司真正經營損益之情況。 

每股盈餘 元 每股盈餘越高，代表獲利能力越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4資 料 包 絡 分 析 法 (DEA) 
資料包絡分析法(DEA)是可以同時處理多個投入項與產出項，本質上是屬於一

種數學規劃模式，運用柏拉圖(Pareto Optimality)最適境界的觀念，利用觀察所得到

的資料，計算評估出組織內各決策單位(Decision Making Units，DMU)之相對效率，

其所評估出來的效率值，是以客觀環境下對被評單位最有利的結果。本研究由投入

導向來探討經營效率，觀點是以目前的產出水準之下，應使用多少的投入屬於有效

率；投入導向效率(Input-based Efficiency)之算法為產出的加權組合除以投入的加權

組合(高強、黃旭男、Toshiyuki Sueyoshi，2003)。所謂「效率」(Efficiency)，是指

在既定的產出下追尋資源成本之極小化，達成目標所運用資源的情形，即衡量投入

與產出之間的關係，可用下列公式來表示： 

E＝O/ I 

上述公式中之 E 代表效率，O 代表產出(Output)，I 代表投入(Input)。 

3.4.1 DEA 之基本模式 

依 DEA 效率評估模式，主要是利用包絡曲線(Envelope Curve)的技術代替一般

經濟學中的生產函數，而包絡曲線所表示出的意義，即是在所有生產可能集合中最

有利之組合點所形成的邊界。，如圖 2 所示，圖中 A、B、C 位置所構成的曲線於

包絡曲線上，代表為相對有效率，而圖中 D、E、F 位置落於包絡曲線所形成的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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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內，則代表為相對無效率。 

 
圖 2 包絡曲線圖 

為更加了解 DEA 基本模式，本研究將以 Farrell 模式先說明，其次再探討 DEA

模式之 CCR 模式與 BCC 模式。由 Farrell (1957)最早提出的效率前緣(Efficiency 

Frontier)衡量生產效率之原始構想為開始，後續有 Charnes, Cooper and Rhodes (1978)

提出 CCR 模式與 Banker et al. (1984)提出 BCC 模式，在學術研究上已有被重視的

一席位置，也有許多研究者陸續參與研究。 

四、 實證資料分析 
本研究選取 2011-2016 台灣地區金控和銀行為樣本共 39 家，而銀行產業數據

資料的選取主要來源各網路銀行之年報資料和公開資訊觀測站，其他輔助資料的出

處：台灣股市資訊網。本研究資料型態為年資料，六年總樣本數為 234 個受測單位

(DMU) ，投入變數包括總資產、股東權益、一般行政營運支出(SG&A)、員工數，

產出變數包括營業收入、本業獲利(EBIT)、淨利、每股盈餘(EPS)。完整評估台灣

地區金控和銀行的經營效率和績效之比較。 

4.1整體技術效率分析 
經由 DEA 運算所得樣本銀行各年度的整體技術效率分析表，由表 2 發現只有

京城銀行和富邦金控連續 6 年整體技術效率值為 1，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和新光金控

在 6 年中有 5 年整體技術效率值達 1。國內 39 金控和銀行業者 2011-2016 年整體技

術效率值與個數統計，詳如表 1 所示： 

表 2  39 家金控和銀行 2011-2016 經營效率的比較 

銀行/年度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京城商業銀行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1.000 1.000 1.000 0.946 1.000 1.000 

國泰金控 0.925 1.000 0.901 0.921 0.869 0.960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0.681 0.711 0.645 0.654 0.824 0.789 

兆豐金控 0.821 0.815 0.682 0.736 0.821 0.622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0.974 1.000 0.760 0.812 0.906 0.696 

第一金控 0.497 0.482 0.485 0.496 0.610 0.645 

第一商業銀行 0.594 0.548 0.501 0.486 0.650 0.655 

華南金控 0.498 0.425 0.461 0.510 0.620 0.641 

華南商業銀行 0.616 0.483 0.461 0.491 0.623 0.600 

臺灣金控 1.000 0.927 0.716 0.466 0.198 0.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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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銀行 0.421 0.409 0.354 0.397 0.385 0.547 

玉山金控 0.411 0.544 0.612 0.561 0.692 0.738 

玉山商業銀行 0.428 0.555 0.630 0.542 0.718 0.758 

臺灣土地銀行 0.668 0.533 0.507 0.456 0.575 0.586 

台新金控 1.000 1.000 1.000 0.585 0.707 0.557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0.801 0.712 0.936 0.852 0.714 0.581 

中信金控 0.793 0.832 0.896 1.000 1.000 1.000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0.786 0.655 0.622 0.821 0.943 0.678 

富邦金控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0.642 0.670 0.559 0.687 0.831 0.643 

彰化商業銀行 0.654 0.497 0.469 0.492 0.638 0.627 

元大金控 1.000 0.600 0.624 0.787 0.684 0.648 

元大商業銀行 0.384 0.332 0.419 0.480 0.649 0.682 

新光金控 0.815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0.724 0.737 0.649 0.696 0.708 0.701 

合庫金控 0.223 0.392 0.377 0.365 0.509 0.515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0.507 0.400 0.385 0.387 0.490 0.483 

台中商業銀行 0.437 0.551 0.600 0.565 0.604 0.625 

聯邦商業銀行 0.570 0.599 0.624 0.535 0.586 0.568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0.448 0.406 0.412 0.471 0.489 0.577 

凱基商業銀行 0.203 1.000 1.000 0.821 0.674 0.496 

永豐金控 0.357 0.546 0.599 0.565 0.553 0.459 

永豐商業銀行 0.371 0.591 0.641 0.615 0.591 0.417 

王道商業銀行 1.000 0.679 1.000 1.000 1.000 0.891 

安泰商業銀行 0.656 0.899 0.662 0.615 0.789 0.388 

日盛金控 0.691 0.552 0.564 0.585 0.567 0.436 

日盛國際商業銀行 0.742 0.482 0.470 0.391 0.454 0.331 

板信商業銀行 0.290 0.260 1.000 0.379 0.537 0.290 

平均值 0.657 0.662 0.672 0.645 0.698 0.651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由表 2 發現就個別銀行整體技術效率(OTE)看出較高的為京城銀行，其次則是

上海商業銀行和王道商業銀行。 

將非金控與金控銀行(見表 3)2011-2016 年整體技術效率平均值以折線拆線圖

方式分析比較(見圖 3)，研究結果顯示，規模較大、資源較豐富的金控子銀行在獲

利能力的效率未必優於獨立銀行，顯然加入金控公司並未提高其整體效率值，在圖

3 中可以發現非金控銀行整體效率值是最高的，因此假說 H1 成立：非金控銀行的

效率平均高於金控銀行。 

 

   表 3 非金控銀行與金控銀行各銀行 

金控銀行 非金控銀行 

兆豐國際銀行 第一商業銀行 京城商業銀行 台中商業銀行 

台新國際銀行 華南商業銀行 上海商業行 板信商業銀行 

中國信託銀行 永豐商業銀行 凱基商業銀行 彰化商業銀行 

國泰世華銀行 元大商業銀行 王道商業銀行 臺灣土地銀行 

臺灣新光銀行 日盛國際銀行 安泰商業銀行 臺灣中小企銀 

台北富邦銀行 合作金庫銀行 聯邦商業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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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商業銀行 臺灣銀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3 非金控銀行與金控銀行效率趨勢圖 

 

由表 2 發現就個別銀行整體技術效率(OTE)較差的前三名分別為臺灣銀行、板

信商業銀行、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將官股銀行與民營銀行(見表 4)2011-2016 整體技

術效率平均值以折線拆線圖方式分析比較(見圖 4)，研究結果顯示，可以發現民營

銀行的整體技術率比官股銀行較高，因此假說 H2 成立：民營銀行平均的效率優於

官股銀行。 

表 4 民營銀行與官股銀行各銀行 

民營銀行 官股銀行 

京城商業銀行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第一商業銀行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 華南商業銀行 

凱基商業銀行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臺灣銀行 

王道商業銀行 玉山商業銀行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安泰商業銀行 永豐商業銀行 板信商業銀行 

聯邦商業銀行 元大商業銀行 彰化商業銀行 

台中商業銀行 日盛國際商業銀行 臺灣土地銀行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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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民營銀行與官股銀行效率趨勢圖 

4.2獲利能力分析 
獲利能力分為以下二項指標說明： 

(一)總資產報酬率(Return on Assets，ROA) 

目的在評估衡量企業投入資產獲取報酬的能力，而總資產報酬率愈高，表示企

業的獲利能力愈佳。整體效率值對總資產報酬率(ROA)迴歸分析詳如表 5 ，結果顯

示 2011-2016 年整體效與總資產報酬率(ROA)呈現正相關，顯示整體效率值越高，

則總資產報酬率(ROA)越好，因此假說 H3 成立。 

 表 5 2011-2016 年度 ROA 迴歸分析係數 

2011-2016 年度 ROA 迴歸分析係數 

模式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2011年度 ROA之迴歸分析係數 a 

1 (常數) -0.337 0.148   -2.277 0.029 

  銀行 1.336 0.211 0.72 6.32 0.000* 

2012年度 ROA之迴歸分析係數 a 

1 (常數) 0.031 0.165   0.188 0.852 

  銀行 0.947 0.236 0.551 4.018 0.000* 

2013年度 ROA之迴歸分析係數 a 

1 (常數) 0.002 0.161   0.015 0.988 

  銀行 1.042 0.229 0.599 4.551 0.000* 

2014年度 ROA之迴歸分析係數 a 

1 (常數) -0.104 0.173   -0.604 0.549 

  銀行 1.359 0.255 0.659 5.325 0.000* 

 2015年度 ROA之迴歸分析係數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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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常數) 0.046 0.142   0.32 0.750 

  銀行 0.949 0.197 0.622 4.829 0.000* 

  2016 年度 ROA之迴歸分析係數 a 

1 (常數) 0.103 0.144   0.72 0.476 

  銀行 0.76 0.212 0.508 3.586 0.001* 

a. 依變數: ROA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二)股東權益報酬率(Return on Equity，ROE) 

代表企業的稅後淨利占自有資金的比重，主要是用以測度企業利用自有資本獲

取報酬的能力，而股東權益報酬率愈高，表示企業的獲利能力愈佳。整體效率值對

股東權益報酬率(ROE)之迴歸分析，詳如表 6 結果顯示，2011-2016 年整體效與股

東權益報酬率(ROE)呈現正相關，顯示整體效率值越高，則股東權益報酬率(ROE)

越好，因此假說 H4 成立。 

表 6  2011-2016 年度 ROE 之迴歸分析係數 a 

2011-2016 年度 ROE 之迴歸分析係數 a 

 

模式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2011 年度 ROE 之迴歸分析係數 a 

1 (常數) -0.804  1.805   -0.446  0.658 

 銀行 12.766  2.580  0.631  4.947  0.000* 

2012 年度 ROE 之迴歸分析係數 a    

1 (常數) 2.299  1.847   1.245  0.221 

 銀行 10.846  2.644  0.559  4.102  0.000* 

2013 年度 ROE 之迴歸分析係數 a    

1 (常數) 2.390  1.666   1.435  0.160 

 銀行 11.030  2.362  0.609  4.670  0.000* 

2014 年度 ROE 之迴歸分析係數 a    

1 (常數) 2.462  1.737   1.417  0.165 

 銀行 12.487  2.568  0.624  4.862  0.000* 

2015 年度 ROE 之迴歸分析係數 a    

1 (常數) 2.277  1.419   1.604  0.117 

 銀行 10.423  1.963  0.658  5.310  0.000* 

 2016 年度 ROE 之迴歸分析係數 a    

1 (常數) 0.641  1.676   0.382  0.704 

 銀行 10.857  2.474  0.585  4.388  0.000* 

a. 依變數: ROE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五、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使用 2011 年至 2016 年的資料，採用年資料的型態共 6 年，樣本銀行

為 14 家金控與 25 家銀行，總樣本數為 234 個受測單位，利用每家銀行各年度的

財務資料，進行非金控與金控銀行，官股銀行以及民營銀行二種型態之間經營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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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與比較。本文運用 DEA 方法來衡量其各不同型態銀行之效率值，並使用資

料包絡分析法 (DEA)中的 CCR 模式以及 BCC 模式來求算技術效率、純技術效率

以及規模效率並且分析無效率之原因。且本文更進一步使用迴歸分析法，驗證整體

效率與 ROA 和 ROE 為顯著關係。經由實證的分析後，本研究獲得以下的結論： 

全體樣本經營效率相對表現最佳分別為：京城銀行和富邦金控連續 6 年整體技

術效率值為 1，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和新光金控在 6 年中有 5 年整體技術效率值達 1。

為了改善整體技術無效率，銀行之領導者應具備良好的專業能力，並聘請專業的管

理階層，且公司應力求降低銀行的營運成本，來提高銀行經營績效。本研究結果顯

示官股銀行與民營銀行，發現無論在技術效率分析、純技術效率分析以及規模效率

分析上，民營銀行在整體效率平均值分析中，皆優於官股銀行之效率值平均值。在

整體效率對銀行 ROA、ROE 之迴歸分析為顯著關係。顯示銀行整體效率越好，則

ROA 和 ROE 也越佳。 

金融業走向大型化、多角化與國際化，這是適應新金融環境必要的趨勢。在這

種情況下銀行走向大規模、多角化經營勢不可免。再加上創新金融科技 FinTech 帶

動下，台灣在全球金融科技浪潮下，更應積極向發展金融科技 FinTech，向投資金

融創新應用的國家借鏡取經。以增加國際競爭力，因此對於經營效率不佳的銀行應

考慮改善投入或產出資源配置以提升經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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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因應經濟環境與生活型態轉變，人們對生活品質要求逐日提昇，開始追求健康

消費以及環境保護。就飲食層面而言，優質安全之農業產品，在重視健康消費以及

環境生態之社會氛圍下，促使有機農產品受到眾多消費者青睞，並帶動有機農產品

市場蓬勃發展。然而，國內部分大型企業在涉足有機農業領域，並採取一貫化的作

業系統後，有機小農獨自經營的型態，因產銷成本偏高，造成部分農業產品因此缺

乏競爭能力；另一方面，有機小農亦必須思忖友善環境耕作的條件以維護生態環

境。據此，本研究擬就有機小農所面臨的挑戰及友善環境耕作的必要考量，探討有

機小農可採取的經營策略，以及關鍵之成功因素。 

 

關鍵字：有機農業、友善環境耕作、小農、經營策略、關鍵成功因素 

 

Abstract 
    Based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environment and living styles, people are 

chasing healthy consumption. As for dietary aspect, safe and high quality agricultural 

products are favored by the public, triggering the burgeoning developments of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Albeit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 came from 

the emphases of healthy consumption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huge companies made 

small peasants lack for competitiveness in organic agricultural product markets by the 

costs and investments. Furthermore, small peasants require to maintain the 

ecological-friendly cultivation, and that would make them pay more debts for concreting 

their market advantages. This paper thus is to explore the key success factors the small 

peasants should consider to operate the organic agricultural business as well as discuss 

the business strategies the small peasants could adopt to organize organic agricultural 

cultivation.  

 

Key Words: Organic Agriculture, Ecological-Friendly Cultivation, Small Peasant, 

Business       

          Strategy, Key Success Factor 

 

 

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 

台灣有機農業的發展則可追溯到 1986 年，由當時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召集多

方面專家學者共同討論於台灣農業推動的可能性。初期由政府與民間組織共同運作

方式進行，推廣主要針對農民生產者生產技術的輔導，因此有機農業發展初期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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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農業生產」的型態被認定。後來發展由一些宗教團體及素食養生團體主導推

動，意味了有機農業已不僅是一項生產農產品方式，其也代表了一種生活風格。有

機農業在政府積極輔導推動下，成為台灣農業永續發展項目之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 2017 年初研議推動有機及友善環境耕作政策，相關部門

研擬修改「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理辦

法」及「進口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理辦法」，希望讓更多農民投入

有機與友善環境耕作，生產更多安全優質的農產品，消費者有更多選擇，藉此保障

農民收益及消費者食安權利。然而，國內部分大型企業亦有意涉足有機農業領域，

甚至在有機農業的領域中已經有一貫化的作業系統，從上游的栽植栽種、到下游的

販售販賣，如台塑集團中台朔環保科技的台塑農場(張嘉伶，2017)、鴻海集團旗下

的永齡健康基金會(東森新聞政治中心，2017)，這些大集團都與零售業或是量販店

業者合作；大規模的生產、行銷，對農民生產方式造成莫大競爭壓力，顯見有機農

民經營模式勢必要改變，才能達到永續發展目標。 

1.2 研究動機 
在國內從事有機農業與友善耕作是相當辛苦的工作，在先天氣候及土壤條件都

不理想的情況下，還要面對生產成本過高、消費者信心不足、產銷不具經濟規模等

等的問題，甚至尚需面對經營競爭的困境，沒有過人的毅力與信念是很難成就其事

的。有機農業的採用係為提升農產品品質與追求農業永續發展的有效手段之一，然

而小農獨自經營型態的限制，的確為有機農業的全面推廣與發展帶來肘掣；據此，

如何在採用有機農業的策略下，同時能顧及小農農業生產競爭力，為本研究動機之

一。 

一般小農獨立經營者進入有機農業的成本較高，導致競爭程度相當激烈，有鑑

於有志從事有機農場的小農工作業者往往僅具備有機種植的熱忱，缺乏系統性的創

新經營理念，導致經營方式良莠不齊。據此，如何提升經營效率與經營策略的運用，

係成為小農有機農業發展的關鍵成功因素，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如何善待稀有的可耕種土地與環境資源一直是農業發展必須面對的議題，未來

農業發展除了在病蟲害防治、以及農作物收成上需要持續精進外，如何強化土地回

復力，讓可耕種土地永續發展，是每一位農民必須要考量的；據此，小農如何採取

友善環境耕作機制，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1.3 研究目的 
本研究對願意從事環境保育及消費者健康付出心力的有機農業與友善耕作的

經營者相當敬佩，希望能對有機農業與友善耕作也盡一點棉薄之力；綜合研究背景

與動機所述，本研究彙整出主要目的分述如下 

(一)探討小農從事有機農業的經營策略與可能的生產競爭力； 

(二)探討小農投入有機農業事業的關鍵成功因素； 

(三)探討小農採取友善環境耕作機制的考量因素。 

二、文獻回顧 

2.1有機農業 
2.1.1 有機農業的定義 

有機農業的定義係隨著時代的需要與消費者的需求演進，且因為各國、各區域

農業法規、農業政策、農業生長環境與農業科學發展的差異性，而有不同的詮釋。

Reganold & Wachter(2016)論述有機農業係為一種嚴格遵守自然資源循環永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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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不允許使用合成化學物質，以強調水土保育與生態平衡收天然安全農作物之

效的農業系統。Løes, Bünemann, Cooper, Hörtenhuber, Magid, Oberson, & Möller 

(2016)描述有機農業就是能夠幫助生態環境永續發展的農業系統，包括了降低環境

污染、可回收農業廢棄物、友善環境耕作制度、改善水源與土壤品質。Kopke, 

Athmann, Han, & Kautz (2015)的研究認為有機農業在現代農業科技的加持下，除

了最低限度的減少化學物質或毒害物質外，有機農業應該是要能夠以貼近於自然生

產的方式保留農作物應有的風味與營養。 

黃樹民(2013)、沈芝貝、楊雅惠、蔡依倫(2013)、楊純明(2014)對於有機農業

的定義，係聚焦於農產品、生產環境條件、以及相關農業技術與材料。農產品的來

源作物、品種、種子、種苗等來源，都必須完全來自於有機農業的生產；生產環境

條件，如耕作區的土壤、水源、雜草控制、病蟲害管理，必須符合自然循環機制；

相關農業技術與材料，如土壤肥力改良、病蟲害防治，乃至於農作物儲藏、加工、

包裝，都需服膺資源永續發展的信條。 

據此，有機農業的基本定義，就是泛指一種不破壞生態環境、不干擾天然資源

發展、不污染環境循環，不使用化學肥料與農藥，並且能提供消費者安全農產品的

農業生產模式。細部來說，有機農業就是農業永續經營的一種手段，利用農業自然

循環機制，依循土壤本身的性質及輪作制度，發揮農地生產力，降低環境負荷所採

取農業栽培管理之方式。 

2.1.2 台灣有機農業的發展 

就台灣規模性的有機農業發展，在「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通過後，台灣

及邁入「以法領農」的農業環境，意味著有機農業的認定與判斷，必須通過政府制

定的法令為基準(蔡晏霖，2016)。回顧台灣有機農業發展史，1987 年執行的有機

農業可行性之觀察試驗計畫，可謂台灣有機農業發展的濫觴，往後歷經一連串的評

估試驗研究、生產示範推廣、農民訓練講習、有機農產品驗證制度，擴大了台灣有

機農業的耕作面積(江采潔，2017)。 

陳玠廷、王慧瑜(2016)論述台灣有機農業發展的契機，係由於台灣可種植面積

狹小，在過度使用化學防治的狀況下，不僅造成土壤營養流失、土壤酸化及農作物

汙染，更造成生態系統的崩壞。1987 年在有機農業可行性之觀察試驗計畫的運作

下，分別於高雄旗山及台南鹿草的農業改良場設置有機農業試驗長期觀察區，進行

綜合性的有機栽培法觀察研究。1990 年的「有機農業先驅計畫」試行有機栽培，

致力於有機栽培技術研發，對於有機質肥料之開發、非農藥防治技術、輪作模式、

以及溫網室栽培有顯著的成長(黃安餘，2016)。1995 年台灣進入推廣農民實施作

物有機栽培運動，選定農戶辦理有機栽培試作，並積極辦理示範、觀摩及展售，並

於 1997 年開始辦理有機農產品的驗證及核發標章。近年，台灣的新農業運動，係

以發展有機農業， 推動健康飲食為宗旨，制定「有機農業中長程發展計畫」，以健

全有機農業法規、結合有機生產及生態環境保護措施、加強有機農業生產輔導。 

2.1.3 台灣有機小農的困境 

台灣有機農業原本是少數具環境生態意識的農民，有鑑於台灣農業過度使用化

肥造成土壤與水源汙染的狀況下，自發性的農業改革運動。這些農民對於有機農業

的耕種方式，係依據經驗而積累，非學院派的農耕知識，因此並未直接受到國家政

策與法令的管控(林素妃，2017)。 

台灣有機農業具實質約束力的法規直到 2003 年修訂的農業發展條例才開始，

李崇僖(2008)指出，台灣有關有機農業之相關中央法規的制定與執行，係正式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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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有機農業成為國家管控的產業。不幸的是，這些法規似乎並沒有呼應台灣的地

利氣候條件，造成有機農業栽培上的困難。黃巧龍、王團真、鄭少紅(2015)的研究

發現到台灣有機農業之相關法規，對於小農的負擔與壓力特別大，原因在於小農因

為勞力成本與財務成本較為緊縮的關係，多無法進行符合中央法規之大規模有機農

業操作，也無法自行進行初級加工；另一方面，由於有機農產品的國家驗證機制，

高額的驗證成本導致小農耕作成本大幅增加，失去了在有機農業市場的競爭力。鄭

正勇、林碧霞、黃淑德、吳東傑、馮小非(2009)即認為台灣有機農業的驗證係以單

筆土地作為收費單位，但實際狀況是小農必須整合多筆面積不大的土地來耕作，以

至於驗證費用過高。 

台灣有機農業在國家機器的管控下，政治因素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在市場與政

治的拉扯下，台灣有機農業係朝資本主義偏移，而政策目標又是以服務資本市場為

重，造成小農在有機農業產業中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狹小。鄭傑夫、張凱智、宋秉明

(2015)的研究即發現，對於小農而言，因為財務成本的問題無法擁有具經濟規模的

大片種植土地，也無法投資最新的農業設備與機材；在現有有機農業認證機制以及

有機農業資本主義化的現象下，小農有機耕作所生產的農產品不但難以進入主流販

售通路，亦容易受到一般農產品運銷通路的剝削，使得小農有機農業空有友善環境

耕作的理念，卻無法擁有相對公平的對待。 

陳玠廷、蕭崑杉(2010)曾提出參與式保障系統(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

對小農有機耕作的支持，認為參與式保障系統能夠保障在地有機農產品的品質，強

調透過多元的利益關係人參與，透明化有機農產品的驗證建置程序，減少小農的財

務負擔。然而，農夫市集的操作亦受到小農本身的行為特質、消費者的購買行為、

以及消費忠誠度的影響(鄭盈芷，2010)。 

2.2友善環境耕作 
2.2.1 友善環境耕作的概念 

友善環境耕作係以綠色生活圈做為發展概念，耕作的基本要求係符合綠色資

源、生活網絡、以及永續社會三個條件；這三個條件式架構對於友善環境耕作係與

指標性的意義(劉建煌、王順美，2011)。綠色資源意味著可自主發展的再生資源，

即在地耕作收成之農作物與農產品；此為友善環境耕作概念的主角，是體現友善環

境耕作的標的。Sierra, Luis, Klonsky, Strochlic, & Brodt (2008)係強調綠色資源的五

大特質：在地適合性、資源循環投入、友善生物與環境、低度侵入性、以及自然產

出；此意味著透過友善環境耕作而收成的農產品，係與土地有強烈的連結，且與四

周的環境相呼應。 

綜理來說，友善環境耕作的概念，即是建構綠色生活圈，以農作物發展供給需

求關係為主要元素，形成特定供需關係的綠色生活鏈，而多項綠色生活鏈連結成綠

色生活網絡，並抱持著永續社會生活價值觀。 

2.2.2 友善環境耕作的表徵 

友善環境耕作主要係表現在綠色生產的策略上，陳任芳(2010)提出四種綠色生

產：生態農民、清潔農業、特殊栽培及有機栽培；這四種綠色生產，係必須考量多

個主題，如建立高產量的輪作系統、.建立環境保護的農業系統、技術改良的發展、

病蟲害管理、土壤營養管理、雜草防除及環境評估上(陳玠廷、王慧瑜，2016)。李

蕙婷(2015)則強調友善環境耕作就是不強調資本企業生產的方法，因此儘管其產值

可能不具備快速累積資本的效果，但仍可反映出有效的經濟價值，成為綠色生活圈

最重要的供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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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友善環境耕作的表徵，就是一種將綠色資源，透過綠色生產方式，轉化

為綠色經濟的生產流程，其能夠提供安全新鮮的食糧、展現生物多樣生態、並且強

化在地生產與農業經濟的連結。 

2.3 經營策略與關鍵成功因素 
有機農業的發展必須鑲嵌在友善環境耕作的概念，有機農業的生產條件必須依

附在當地土壤、水文、空氣等天然環境的脈絡，而非隨意地運用；換句話說，有效

的有機農業發展，是透過友善環境耕作的成果，而友善環境耕作的體制，是提高有

機農業發展永續性的條件，而這兩個彼此相互關聯的行動要成功，必須藉由有效的

經營策略來促發關鍵的成功因素。 

Snow & Hombrick (1980)論述依據組織本身特質與領導者的風格能力，其經營

策略係有四大內涵，包括：前瞻型策略(prospector strategy)、防禦型策略 (defender 

strategy)、分析型策略(analysis strategy)、反應型策略(reactor strategy)。司徒達賢

(2001)從實務經驗研究上，歸納出經營策略型態的六大構面：產品線廣度與特色、

目標市場之區隔方式與選擇、垂直整合程度之取捨、相對規模與規模經濟、地理涵

蓋範圍與競爭優勢。從這些研究來看，經營策略的選擇，端賴個體及組織的決議，

也取決於個體或組織在市場上的定位、角色、與位階；換言之，如何選擇經營策略，

與個體或組織的關鍵成功因素有關。 

Aaker(1984)提出在考慮關鍵成功因素時，須注意的五個要點(曾玟誠，2011)：

一、關鍵成功因素因產業、產品、市場之不同而各異；二、關鍵成功因素會隨產業

之生命週期演進而改變；三、關鍵成功因素應考慮到未來發展趨勢；四、關鍵成功

因素除因產業的不同會有差異，也會因時間的演進而改變；五、管理者應當將精神

集中於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上。關鍵成功因素可以是價格、產品，或是顧客的組合，

如果這些關鍵因素善於經營與管理，則會對組織的成功產生重大的影響。孟德芸

(1988)更將關鍵成功因素的功能歸納為：一、關鍵成功因素可作為組織在分配其資

源時的指導原則；二、關鍵成功因素可簡化高階管理者的工作；三、關鍵成功因素

可作為組織經營成敗的偵測系統；四、關鍵成功因素可作為規劃管理資訊系統時的

工具；五、關鍵成功因素可作為分析競爭對手強弱的工具。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台灣有機小農在發展上遭遇許多挑戰，同時在友善環境耕作上也必須有深度的

考量，據此，本研究擬從台灣北部有機小農面臨的挑戰，以及在友善環境耕作上的

考量因素作為議題探索的切入點，運用三回合的德爾菲專家訪談來剝絲抽檢，嘗試

了解台灣北部有機小農在面對挑戰及友善環境耕作考量上可能的經營策略，並就此

發展其關鍵成功因素。本研究之架構圖如下圖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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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圖 

3.2 參與專家 
本研究進行德爾菲專家訪談之訪談對象，係為對台灣有機農業與友善環境耕作

有深入研究與實際操作之學者、政府相關單位負責人、相關非營利組織從事有機農

業研究之專家、以及有機農場負責人；為了平衡每個領域的資訊，避免資訊過度的

偏頗或聚焦，本研究欲從這四類專業人士中分別選取二位受訪者。 

3.3 資料蒐集流程 
本研究之資料蒐集共計有三次訪談調查，其過程分述如下： 

第一回訪談採取開放作答方式，依據研究目的編製四題問題，包括詢問台灣有

機小農所面臨的挑戰，可以採取的經營策略、以及建立生產競爭力的關鍵成功因

素。在第一回本研究採取深度訪談的方式。深度訪談是為了對研究的現象與對象有

更深入的理解，以對特定的研究標的用口語敘述的形式收集與研究有關的資料。本

研究在第一回合的訪談將採取半結構式訪談，主要是透過在訪談時所需要問的問題

先做出訪談大綱，做為訪談時的導引，此一動作主要的目的是達到在訪談時增加流

暢性。研究者也可以根據訪談當下受訪者的回答內容詢問更深入的感受與內在想

法，根據訪談的具體情況來對訪談順序和訪談內容進行調整，並不侷限於訪談大

綱，主要以得到自身研究目的的內容為主要目標，最後再將訪談的內容進行整理、

歸納與分析。 

第一回訪談資料回收後，根據該訪談調查之結果彙總分析，編製第二回訪談內

容。第一回訪談結果之分析，將採用紮根理論作為訪談內容分析的方法。第二回訪

談將是萃取第一回訪談分析過後，各主題之核心構面，就此再請專家就該構面的敘

述表示贊成或不贊成。其回答採十等分態度量表，依贊成該敘述之程度選擇 0 至

10中之一個數字，如果非常不贊成該敘述者選 0，無特別偏好者選 5，非常贊成者

選 10，趨於不贊成者則依程度選擇 1至 4(愈小代表愈不贊成)，趨於贊成者則依程

度選擇 6至 9(愈大代表愈贊成)。 

第三回訪談的題項內容與第二回問卷相同，差異處在於第三回訪談會將第二回

訪談中全體專家回饋的訪談內容作成統計資料(包括各題項敘述贊成程度之平均數

與眾數)及專家本人回答結果，一併回饋給每位專家，以使每位專家在參考整體統

計數據，並在了解其他專家的意見後，對自己原始的觀點與看法再進行一次評估，

以考慮是否需要修改自己先前之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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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訪談分析 

4.1 台灣有機小農友善環境耕作的困境與挑戰 
台灣有機小農長久以來除了必須面對大型化有機農場的經濟性壓迫外，更必須

在政府相關農業經濟與農業政治的波動下，覓得可能的出路；支持有機小農持續下

去的，就是對土地的熱愛，以及對友善環境耕作的堅持。以有機小農的觀點切入，

從事友善環境耕作的目的就是為了環境保護，為了永續的農耕發展，其中包括了對

水源、對土壤、以及對生態的保護。有機小農認為，有鑑於相連土地的農業活動屬

於慣性農業，土壤、灌溉水源、土地毗連處之生物與生態等皆易受到汙染，所以在

強調友善環境耕作的條件下，這些可能被影響的要素都必須要反覆地檢驗與診斷；

除此之外，對於病蟲害的問題也必須納入考量，病蟲害防治的作為也必須符合友善

環境耕作的條件，不以無機化學的方式進行。 

對於台灣有機小農在友善環境耕作上必須考量的議題，政府農業單位與有機小

農本身似乎存在程度上的共識，但令人訝異的，學術代表與農業非營利組織代表在

這個問題上有著完全不同的考量。兩者對於有機小農在友善環境耕作上必須注意的

事項，多放在經濟與技術層面，認為有機小農必須很實際的考慮到友善環境耕作下

可操作的栽培模式以及該栽培模式所能產生的經濟價值。換言之，學術代表與非營

利組織代表較重視有機小農在採取友善環境耕作後，經濟力的生產是否能持續支持

有機小農在友善環境耕作上的堅持；因此，栽培的技術與專業知識、農作物客戶群

的培養、以及作物的選擇，係為另一種考量。 

台灣有機小農為了執行友善環境耕作，必須努力降低可能的風險與可預期的挑

戰。不論是有機小農本身、政府農業單位、非營利組織、或是學術界，多認為台灣

有機小農面對的挑戰，主要在於耕地面積小而無法企業化或規模化，造成大量人工

投入成本與營收不對等的狀況；行銷通路過於單一化的結果，造成銷售管道受限於

固定的範圍；由於上述兩點，有機小農的種植成本過高，使得在產品價格上失去競

爭力，高單價的農產品是否能吸引消費者青睞，還必須面對消費者對農產品是否為

有機的質疑。據此，台灣有機小農主要面臨的挑戰主要可萃取出五種概念：專業技

能、銷售通路、可使用的耕地範圍、農產品價格、以及整體環境負荷考量。這五個

概念又可萃取出三種核心構面：經濟競逐(economies competition)、可用籌碼

(available asset)、以及良知擔當(conscience accountability)。 

4.2 台灣有機小農關鍵成功因素與經營策略 
從農友自己的觀察與感知來看起，建立區域性的銷售通路，建立屬於當地特色

的有機農作，也是有機農業的一個目標，那就是建立在地化農業。農友認為已參加

農夫市集或是建立通路商契為可用的策略，除此之外，農作物的選擇上似乎是另一

個有機小農願意嘗試的方式，有鑑於有機小農的耕作成本較高，如果能種植一年多

獲的短期農作，在經濟競逐上可能就能夠建立較佳的地位。就政府單位而言，僅聚

焦於政策輔導與補貼措施的倡議，學術代表則著重在技能的再加強，認為如能習得

專業的有機耕作方式，可提升有機農產品的品質，進而強化其價值，提高販售價格

的可能。除此之外，學術代表認為有機小農還是必須要有未雨綢繆的憂患意識，可

計劃從事其他有利於累積進行有機農業的資金的經濟活動。非營利組織的態度似乎

與農友一致，認為建立地區性有機小農的結盟將有助於降低成本，同時擴展銷售通

道；建立地區性的結盟，如此可將破碎的土地盡可能的合併在一起，有利於機械化

進行。 

針對有機小農面對的挑戰，多數專家的策略都側重在建立有效銷售通路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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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專業技術提升有機農產品的價值，或是有機農作物的生產期，並藉此換取高單

價的銷售機會，也是另一個建議的方案。這些可能的方案，與專家認知有機小農成

功的關鍵因素多有重疊：有機農業專業知識的具備、可具高單價農產品的種植、結

盟的行銷手法，都是有機小農在發展有機農業與友善環境耕作的道路上，關鍵的成

功因素；除此之外，政府公部門的補助與獎勵，可視為短期內能夠支持有機小農繼

續經營下去的營養劑，能短暫的協助卻無法長期的改變有機小農挑戰的本質。據

此，台灣有機小農在面對既存的挑戰下，能夠施展的策略與可能成功的關鍵因素，

主要可萃取出四種概念：政策輔導與補貼、金流備案、區域型結盟。這四個概念又

可萃取出兩種核心構面：資本參與(capital participation)、地緣經濟(geoeconomies)、

以及知識可及性(knowledge accessibility)。 

五、預計成果 
台灣有機小農在友善環境耕作上的困境與難題，在於可供栽種或耕作的土地因

為分產制度，或是其他緣故，被分割的過於狹小，在土地財產權過度分化的情況下，

每位農民可實際用於栽種或耕作的土地，無法讓其享受到規模經濟的好處。台灣有

機小農在幾乎以單兵作業的狀況下，農產品銷售的管道極為有限，無法將農產品透

過組織完善的物流系統銷售，在收入容易短缺的情形下，也容易反過來影響有機小

農對專業有機農耕技能的投資；在缺乏有效銷售管道的條件下，台灣有機小農為了

要留住少數認同的客戶，不得已在農產品的販售金額上必須降低，加上有機農業耕

作原本的成本就比一般農作高，造成農產品價格缺少市場競爭力。 

從現實面來看，台灣有機小農最欠缺的就是大量的資本投入，當然這就是為什

麼成為小農的緣故，然而從事有機農業畢竟是個需要耗費大量成本的事業，統合專

家的看法，如何先最大化資本流係為台灣有機小農能否持續經營的關鍵之一，而目

前除了相關政策的輔導或補貼措施外，最可行的辦法，就是額外從事其他經濟活動

來彌補從事有機耕作的資金缺口。資本參與確實是台灣有機小農能否成功的關鍵因

素之一，而對於農友而言，這也是最難以掌握的要素。另一方面，地緣經濟的建立

與專業知識的取得，對於有機小農而言似乎比較容易。 

透過有機小農地區性、區域性的結盟，可為其帶來一線曙光。結盟的有機小農

們也許可透過機具的共用、批發性的購買原物料或耗材、土地共享輪耕制度、特有

農夫市集的建立等措施，增加彼此的經濟來源；若加上農友本身持續性的精進專業

知識，了解更有效的耕作方式或是高經濟作物的栽種技巧，係可成為台灣有機小農

成功的關鍵成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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