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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企業執行關係行銷，可藉以建立顧客心中良好之關係品質與降低顧客所面

臨之不確定性，提高顧客再次購買的機率，進而獲取顧客終身價值，並建立起

企業的競爭優勢。然而顧客對服務的認知亦受其本身之涉入程度不同而有所變

化，因此若能將顧客依涉入程度做區隔，將可使企業之有限資源用於刀口上。

準此，本研究以「關係行銷」為研究主題，並以大型電腦賣場與其內部商店作

為研究對象，探討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之相關聯性，以及檢視顧客對大型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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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場與內部商店之認知的相關性。 

本研究調查曾在國內大型電腦賣場及其內部商店購物之消費者，共寄發

600 份，有效回收率為 29.33%。透過實證結果，獲得下列之重要發現：(1)不

論是賣場或其內部商店，服務品質對關係品質會產生顯著影響。(2)從賣場方

面來看，涉入程度對服務品質之影響信賴與滿意產生干擾效果；而從內部商店

來看，涉入程度則對服務品質之影響整個關係品質構面產生干擾效果。(3)顧

客對大型電腦賣場之知覺服務品質與其對內部商店之知覺服務品質有相關。(4)

顧客對大型電腦賣場之知覺關係品質與其對內部商店之知覺關係品質有相關。 

關鍵字：服務品質、關係行銷、關係品質、顧客涉入。 

ABSTRACT 

By establishing better relationship quality with customer, firms could reduce uncertainty of 

customer’s perception,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repurchasing, gain customer life value and 

build long-term competitive advantage . The cognition of customer for service, however, is 

affected by customer involvement. Therefore, business is not only using relationship marketing, 

but also differing customer to several segmentations. According to customer involvement. By 

the way, this study focus on “Relationship Marketing” and use computer malls and internal 

stores as study object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 between service quality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explore the relevance of customer involvement for computer malls and 

internal stores . 

By the empirical method, the context selected for this research was the consumer which 

was ever purchasing in computer malls and internal stores in Taiwan, 600 surveys are mailed 

and a total of effective surveys are 176(29.33% response rate).This study ha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1)The service quality of customer cognized in malls and will affect relationship 

quality.(2)From computer malls’ perspective, involvement will affect moderate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ice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and trust; From internal stores’ perspective, 

involvement will affect moderate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ice quality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3)The customer perception of service quality in computer malls and internal stores are 

related.(4)The customer perception of relationship quality in computer malls and internal stores 

are related. 

Keywords:  Service Quality, Relationship Marketing, Relationship Quality, Customer 

Invol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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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 論 

傳統行銷的觀點只注重與顧客交易的達成，而較不重視與顧客之間的關係

(莊景弼，1998)。然自從關係行銷的觀念在工業行銷中受到重視(Gummesson, 

1987；Levitt,1983)，並在 1983年由 Berry 引進服務行銷當中，便造成一股熱

潮。許多文獻皆指出，透過人員的互動以創造顧客滿意是非常重要的

(Crosby&Stephen,1987；Solomon et al.,1985)。Crosby et al.(1990)指出，服務人

員所提供之服務品質將影響顧客對關係品質之認知。當顧客在交易中感到滿意

與信賴時，將會提升顧客之忠誠度(Anderson & Sullivan,1993)。 

Kotler(2000)指出，顧客之購買要求具有相當大之差異性，因此企業應先

依消費者之差異進行市場區隔，並針對不同的區隔運用不同的行銷策略，使有

限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用。根據相關文獻的探討，本研究發現很少學者將涉入程

度應用於關係行銷領域當中；然涉入程度卻常被當作區隔顧客市場最佳的工

具。由於顧客涉入產品與服務程度的不同，其需求也會不同。因此若能依不同

的顧客涉入程度，提供不同的服務，則可達到將服務效率最大化之目標。 

此外，自從 1996年成立第一家 NOVA電腦資訊賣場以來，各家電腦業者

相繼投入各類大型賣場的競爭戰場。一般而言，大型賣場可分成二種形態，其

一為分租式賣場，即由賣方負責營運及行銷等工作以吸引人潮，而商品銷售則

交由內部各商店競爭；另一種則為直營式賣場，由公司包辦所有的工作。由於

資訊產品銷售是一專業性的工作，因此銷售人員的專業能力和親和力將扮演著

關鍵性的角色；也就是說，隨著電腦賣場間競爭白熱化，內部商店價格競爭激

烈，如何運用優良之服務品質以獲取較高的關係品質，進而建立顧客長期忠誠

度便成為當前重要的課題。此外，賣場如何與內部商店合作亦將影響顧客對整

個賣場之觀感。 

最後，過去的相關研究鮮少有學者探究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之間的關係，

更少導入顧客涉入程度以作為區隔顧客之變數。因此，本研究嘗試探討大型電

腦賣場提供給顧客的服務品質對顧客所知覺的關係品質之影響，並討論消費者

涉入程度對企業與顧客間關係的影響。具體言之，本研究目的包括： 

1、針對電腦賣場與內部商店分別探討服務品質對關係品質的影響。 

2、針對電腦賣場與內部商店分別探討顧客涉入程度對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

間關係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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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探討賣場與內部商店二者間，顧客所知覺的服務品質之相關性。 

4、探討賣場與內部商店二者間，顧客所知覺的關係品質之相關性。 

貳、文獻探討 

一、服務品質 

Kotler(2000)將服務定義為：「服務係指一個組織提供給另一方的任何活動

或利益，基本上是無形的，且無法導致事物的所有權，其生產可能與某一項實

體產品有關，也可能無關。」Gronroos(1990)認為，服務本質上具有某種程度

的無形性，且這類無形性通常發生在顧客與提供服務的員工、實體設備、物品

或資源之互動中。綜合諸多學者的定義，大致認同服務與產品之間的差異，乃

因為服務擁有無形性、差異性、不可分割性與易逝性等特性（Parasuraman, 

Zeithaml, Berry，1985）。 

至於有關服務品質方面，Lehtinen and Lehtinen(1982)認為服務品質的的基

本前提是，服務品質的產生是由顧客與服務組織的要素間互動而產生。

Gronroos(1990)則認為服務品質有兩種形式：技術性品質－顧客實際從服務中

感受到的品質；功能性品質－服務傳送的方法所影響的品質。基本上，服務品

質的定義乃是服務水準優劣之衡量標準。服務品質的好壞，顧客的認知與期望

是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因此，在衡量服務品質時，必須從顧客所感受到的服

務水準以及顧客在接受服務之前的期望著手。 

Parasuraman et al., (1985)針對顧客做焦點群體訪談時，發現顧客基本上都

會使用相似的標準來評量服務品質的好壞，他們並提出服務品質之十項決定因

素且將之分類成搜尋屬性(search properties)、經驗屬性(experience properties)

與信用屬性(credence properties)等三個構面： 

(一)搜尋屬性：顧客在購買前，便能得知的屬性，包括(1)有形性與(2)可信賴度。 

(二)經驗屬性：顧客在購買時或購買後才能瞭解的屬性，包括(3)可接近性、(4)

溝通性、(5)禮貌性、(6)可靠度、(7)反應力與(8)瞭解顧客的能力。 

(三)信用屬性：即使是消費後，顧客仍然無法確切得知的屬性，包括(9)競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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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安全性。 

Parasuraman et al.,(1998)，以上述十項服務品質為根據，進一步研究而發

展出服務品質量表(SERVQUAL)。此一量表包括 5個構面與 22個衡量問項，

參見表 1。SERVQUAL 量表雖不斷遭到其他學者質疑，但仍無學者能確切加

以推翻。因此，不論是國內的學者，仍舊採用 SERVQUAL量表，並僅針對不

同的行業進行修正。此外，Parasuraman et al.,(1994)亦曾針對零售業公司進行

實證研究；由此可見 SERVQUAL量表也可應用於電腦零售業上，且有一定的

效度。因此，本研究將採用 SERVQUAL量表，並針對電腦賣場的特性進行問

項的修正。 

二、關係品質 

關係行銷有助於企業如何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維持長久競爭優勢；也就

是說，企業必須與顧客建立、發展與維持良好的關係。然而要如何衡量與顧客

之關係好壞？Crosby等學者(1990)提出了關係品質模式，用來衡量銷售人員與

顧客之間的關係優劣。根據 Crosby et al. (1990)的定義：「關係品質是買賣雙方

關係強度的整體評價，此評價同時符合雙方之需求和期望，而這些需求和期望

是以買賣雙方過去成功或失敗的事件為基礎」。Crosby et al.(1990)指出，在某

些服務情境中，買方面對的不確定性是從服務的複雜性、無形性、缺乏一致性

與長期間傳遞等因素而來；買方所知覺的關係品質可藉由服務人員降低不確定

性的能力來衡量(Roloff and Miller 1987; Zeithaml 1981)。 

至於關係品質應如何衡量？Crosby et al. (1990)以滿意與信賴當作關係品

質構面，其中信賴表示顧客相信銷售人員會採行對他們有利的行為之程度，而

滿意是一種情感性評估，是顧客對於與銷售人員互動經驗的回應。

Leuthesser(1997)亦曾由買方立場界定信賴與滿意皆為關係品質的主要構面。然

而關係品質應包括那些構面，至今還沒有一致的定論(Kumar et al.,1995)。

Kumar(1995)等人與 Smith(1998)卻認為，除了信賴和滿意可以代表雙方關係優

劣之外，應該還要加上承諾。承諾是牽涉到持久性或團結合作以維持關係的長

期導向，加上「承諾」似乎更能代表此關係是否能長久維持，也更能衡量企業

是否能夠獲取顧客終身價值。本研究亦將採用信賴、滿意與承諾來衡量關係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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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費者涉入 

涉入概念最早源自「社會判斷理論」，強調一個人對某事件「自我涉入」

(ego-involvement)越深，則自我主張越明確，其接受或反對意見的空間越小，

還會擴大對該意見負面的解釋，此稱為「對比效應」(constrast effect)；但對於

與自己相同的意見，高自我涉入的人不但接受，同時還會擴大其正面解釋，此

稱為「同化效應」(assimilation)。相對的，低涉入接受相反意見的空間則較大

或傾向無意見（李青峰 1999）。  

Krugman(1965)首次將涉入概念應用至消費者研究，發現不同涉入程度的

消費者對於廣告的聯想會有所不同。稍後許多學者針對消費者涉入加以研究，

並提出許多定義與看法，如 Traylor(1981)定義涉入為產品對消費者之意義層次

或重要程度，層次或程度越高為高涉入，越低為低涉入。Zaichkosky(1985)定

義涉入為，一個人基於固有需求(Inherent Need)、價值與興趣而對標的物所知

覺的攸關性。Petty and Cacioppo (1986)則認為涉入是使用者在選購產品時，考

慮該購買決策的重要性與個人攸關的程度。 

綜合相關文獻可發現，涉入是一種個人攸關的程度，會受到產品因素與個

人因素（內在需求、價值與興趣）所影響。Zaichkosky(1985)認為涉入的類型

可以分為廣告涉入、產品涉入與購買決策涉入；他亦指出，涉入對象不同會產

生不同的反應；例如高產品涉入可能會對產品屬性差異有較深的瞭解、知覺產

品的重要性高對於品牌選擇給予更高的承諾。另外， Houston and 

Rothschild(1978)提出以涉入本質為中心的分類方法，將涉入分成情境涉入

(situational involvement)、持久涉入(enduring involvement)及反應涉入(response 

involvement)。Zaichkosky (1985)認為此二者的差異在於，前者是強調個人在處

理涉入對象時的行為表現，而非以涉入的本質為基礎進行分析研究。 

Clark and Belk(1978)認為，「購買涉入」是取決於「產品涉入」與「情境

涉入」，前者代表產品的重要性，後者為消費者對購買活動的關心程度。他們

發現「產品涉入」或「情境涉入」的提高，會導致「購買涉入」提高。另外，

在高產品涉入的情況下，不需考慮情境涉入的效果，也就是高產品涉入即代表

高購買涉入。例如，電腦相對於日常用品，由於價格較高、電腦相關資訊瞭解

不易、購買失敗的風險較高，因此電腦商品為高產品涉入，即使電腦用來送禮

（亦即「情境涉入」提高後），也無法再增加其「購買涉入」。綜合前述與配合

研究目的，本文使用產品涉入來衡量消費者對於電腦商品的涉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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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學者僅將涉入當成單一構面來衡量，如 Bloch(1982)以自我相關程

度來判斷涉入；Sheth and Venkatesan(1968)僅以興趣或重要性認知來衡量涉

入。但是涉入的本質具有複雜的構面，許多因素皆會影響涉入，因此如果只從

單一構面來衡量，並不能完全呈現涉入的概念；況且單一構面的量表信度低

(Zaichkowsky 1985)。Bloch(1981)認為任何特定產品的涉入程度皆可發展衡量

量表；例如，他以汽車產品為實證研究對象，利用知覺風險性、需要和自我價

值觀當作涉入構面，並透過實地訪談發展出李克特 6點尺度量表；接著使用信

度測試，進一步將量表精簡為 17個問項。本研究欲探討電腦產品之涉入程度

所帶來的干擾效果，由於電腦產品是屬於高單價、誤購風險性較高之產品，因

此本研究擬採用 Bloch之產品涉入量表。 

表 1 SERVQUAL 量表之衡量構面與變數問項 

衡量構面定義 變數衡量問項 

有形性（Tangibles） 

包括實體設施、員工儀表及提供

服務的工具與設備、甚或是服務

人員的遣詞用句及語氣等。 

1. 有現代化的設備 

2. 實體設施吸引人 

3. 員工的穿著整潔、清爽 

4. 與服務有關的附加物（如說明小冊子）吸引人 

可靠度（Reliability） 

著重在服務提供和服務承諾的

一致性。 

1. 承諾在某段時間內做某事的話，均會及時完成 

2. 在解決顧客的問題時，會展現其熱誠與興趣 

3. 在第一次就能提供正確的服務 

4. 會於承諾完成的時間內提供服務 

5. 資料正確無誤 

反應性（Responsiveness） 

包括服務人員對提供服務的意

願與敏捷度，即服務人員對滿足

消費者需求所展現的企圖心、及

對服務工作所展現的積極參予

程度。 

1. 當服務開始後，還會告知一些額外的注意事項 

2. 會提供敏捷的服務 

3. 總是很樂意的協助顧客 

4. 從不會因為太忙而忘記回應顧客的需求 

保證性（Assurance） 

指服務人員具備執行服務所需

的知識，及具有親切感，並能獲

得消費者的信賴。 

1. 讓顧客漸漸地對他們有信心（Instills confidence 

in me） 

2. 顧客會覺得與這家公司交易很安全 

3. 對顧客永遠一致地有禮貌 

4. 有足夠的知識來回答顧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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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構面定義 變數衡量問項 

關懷性（Empathy） 

指提供消費者特別的注意與關

心的程度。 

1. 給顧客個別關照（indivisual） 

2. 營業時間對所有的顧客而言，是夠方便的 

3. 員工常給顧客個人化的關照(personal) 

4. 將顧客最關心的利益放在心上 

5. 瞭解顧客的特殊需求 

資料來源：Parasuraman et al.(1988) 

參、 模型架構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之模型架構 

Berry(1983)認為關係行銷是一種吸引、留住且提升與顧客關係之策略，而

Kotler(2000)則認為透過關係行銷，企業將與顧客建立長期、互動的正面關係，

並充分瞭解目標顧客，進而維繫客源以獲致最大效用。綜合言之，透過關係行

銷，顧客與企業建立長期關係，互蒙其利，進而達到買賣雙贏的策略性目標。 

Crosby et al.(1990)指出由於服務具有無形性、複雜的、消費者對此缺乏認

識、且又需要較長遞送時間，因此不確定性相當高。企業應透過建立顧客心中

良好之關係品質來降低顧客所面臨之不確定性，使顧客再次購買機率升高，進

而獲取顧客終身價值與建立長期競爭優勢。此外，Kotler( 2000)亦指出，企業

應先依消費者之差異將其區分成不同的區隔，針對不同的區隔運用不同的行銷

策略，使得有限的資源能發揮最大的效用。顧客涉入產品與服務的不同，其需

求也將會不同。因此，若能依顧客涉入程度不同，提供不同的服務，則可以提

高服務的效率。 

在現今電腦價格競爭激烈、產品創新速度趨緩的情況下，如何提高服務品

質與顧客建立長期關係，便成為零售商跳脫價格競爭的關鍵所在。大型電腦賣

場如何與內部商店合作進而影響顧客對整個賣場的形象，便成為能否在此惡劣

環境下仍能獲得競爭優勢的關鍵。而顧客對於賣場與內部商店之知覺服務品質

與關係品質，彼此間是否會有互相影響，乃是本研究之重心所在。綜合過去學

者之文獻，本文發展出如圖 1所示的研究架構，以下從兩方面敘述此架構之意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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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論涵義 

從前述文獻探討發現，服務的好壞會影響顧客與企業之間的關係優劣，進

而影響顧客對企業的忠誠度。本研究架構探討服務品質是否會直接影響到關係

品質。此外，由於顧客涉入的程度不同，所需要的服務也會不同。因此，本研

究亦將探究在涉入程度不同的情況下，顧客所知覺之服務品質對關係品質的關

係是否會有顯著差異。 

(二) 實務觀念 

從實務的觀點來看，由於分租式電腦賣場擁有許多內部商店，其與內部商

店之間的關係必須要互相合作才能共同創造顧客佔有率。因此，本研究將先分

別探討賣場與商店個別之服務品質、關係品質與涉入程度的關係；接著從顧客

觀點出發，探究顧客所知覺的賣場服務品質是否會與所知覺之商店服務品質產

生關聯性；最後探討顧客與賣場的關係是否會和顧客與商店的關係產生關聯

性，以進一步分析賣場與商店之間應該如何合作以提高顧客到賣場內之商店購

物的機率。 

 

圖 1 本研究之觀念性架構 

二、研究假設 

問題一：服務品質會影響關係品質 

由於服務的複雜性、無形性、缺乏一致性與長期間傳遞等因素，使得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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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了極大之不確定性，而 Roloff and Miller (1987)、 Zeithaml(1981)等則認為

買方所知覺的關係品質是藉由服務人員降低不確定性的能力來衡量。因此，當

顧客所知覺之服務品質高時，代表服務的不確定性降低，進而提高了企業與顧

客之間的關係品質。此外，在 Crosby et al. (1990)提出的關係品質模式中，認

為服務人員的專業知識會對關係品質有正向影響，而服務人員具備優良專業知

識代表顧客對服務人員所提供之服務品質的保證感到滿意，亦即所知覺的服務

品質會正向影響關係品質之優劣。 

另外，周昌筠(1991)在「壽險業務員關係行銷之研究」中，認為服務具體

化會影響關係品質，而服務具體化乃是顧客感受到服務有形的部份，包括服務

人員的衣飾、禮貌以及現場之實體設備等。另外，Leuthesser(1997)在一項實證

研究中發現，賣方所提供之遞送產品的能力會影響關係品質。這裡所指的遞送

產品之能力也就是服務傳遞的過程，需同時考慮到服務人員提供服務的意願與

敏捷度，以及服務提供的一致性等，其與服務品質之「可靠度」與「反應性」

構面意義相同。因此，本研究推論服務品質對關係品質應有一定程度之影響。

最後，不論從賣場或商店的角度來看，兩者皆希望提供優良的服務以吸引顧

客，進而增加顧客的滿意度、信賴度等。準此，本研究推論下列的假設: 

H1-1：賣場服務品質會影響關係品質。 

H1-2：商店服務品質會影響關係品質。 

問題二：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之關係會受到涉入程度之影響 

所謂的產品涉入程度指的是，「消費者對產品的重視程度，或消費者賦予

產品的個人主觀意義」，從對產品完全投入的自我認同，到不屑一顧的漠不關

心。Zaichkosky(1985)則認為產品涉入程度的不同，可能會影響到消費者對產

品屬性差異與產品重要性的知覺；也就是說，高產品涉入者對產品屬性之差異

的知覺較高。電腦商品由於價格較高，誤購的損失將會很大。由於產品涉入低

之顧客，其所擁有之產品知識較低、產品屬性差異之知覺不高、所面臨之誤購

風險較大，因此涉入低之顧客就比較需要依賴企業或服務人員的幫忙，來降低

其所面臨之風險。所以當涉入低，顧客感覺到服務人員是可靠的、關心他們的

需求時，其所產生的滿意度將會較高，也會較願意信賴服務人員並且願意承諾

維持長期關係；此推論結果亦與買方建立長久關係的目的相符，即降低賣方發

生投機行為的風險。換句話說，低產品涉入者由於缺乏產品相關知識，更需要

依賴服務人員以降低己身風險。因此，當服務品質高時，低產品涉入者會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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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與服務方建立起關係，所以其關係品質提高的程度較大。 

但是，Swinyard(1993)對於涉入的干擾效果卻有不同的看法，其認為不同

涉入程度的使用者，對使用產品或接受服務之經驗的看法會有所不同，且高涉

入者會比低涉入者更重視使用產品或接受服務之經驗；也就是說，在高涉入者

重視服務的前提下，當給予較好的服務時，其滿意程度應高於低涉入者；而當

其對該服務滿意時，便會嘗試與之建立關係。換句話說，在高涉入的情況下，

服務品質高對於關係品質的影響會較高；而若換成低涉入的情況，則服務品質

對於關係品質的影響較低。 

由於涉入的干擾效果之文獻說法不一，本研究將進行實證研究，驗證涉入

如何干擾服務品質對關係品質之影響。另外，本研究亦將分別從賣場與商店兩

方面來看涉入對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間關係之影響。 

H2-1：在賣場方面，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之關係會受到涉入程度之影響。 

H2-2：在商店方面，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之關係會受到涉入程度之影響。 

問題三：賣場服務品質與商店服務品質會相互影響。 

本研究所探討的是分租式電腦賣場，此時係由賣場負責營運前的工作，包

括選定賣場位置、規劃賣場硬體設施、商店動線設計、選定內部商店等準備工

作，以及開始營運後的工作；如整體形象塑造、賣場停車服務、諮詢服務、商

店新設與退出管理、行銷工作等。至於商品銷售則交由內部各商店競爭，賣場

最大的功效是吸引顧客進入賣場消費。因此，賣場如何與內部商店合作會將影

響顧客對整個賣場的觀感。 

從服務環境來看，商店之基本環境設施（包括牆壁顏色、燈光設計、櫥窗

基本設計等等）乃是賣場成立之初所建造，目的在於可讓顧客感受到賣場是一

致的購物環境。此外，賣場也盡量提供一致的服務有形物（包括印有賣場名稱

之購物袋、賣場制服等等）給予商店，期望能從服務有形物上，讓顧客感受到

賣場之內部商店的服務水準與賣場是一致的，如此才能塑造賣場整體服形象。

因此，從服務品質之有形性來看，賣場之有形性應與商店之有形性有相關。 

Doney and Cannon(1997)認為，由於銷售人員的行為與供應商的文化、獎

酬系統、訓練方案有關，所以銷售人員的行為可以反映出供應商的價值觀和態

度。如果將相同的觀念應用於賣場和內部商店的關係上，由於賣場在營運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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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內部商店進行招商流程，其挑選準則包括商店的形象是否能配合賣場開始

營運後的整體形象塑造、商店之產品和服務是否能搭配賣場整體規劃；而在賣

場正式開始營運後，亦會針對內部商店的整體服務水準（包括環境整潔、服務

獎項、顧客抱怨系統等）做績效評比，使得內部商店之服務水準不會跟賣場脫

節。因此，商店所表現出之服務水準應不致偏離賣場整體服務形象塑造，所以

顧客對賣場服務品質之感受應和對商店服務品質之感受有相關性。 

H3：賣場服務品質與商店服務品質有相關性。 

問題四：賣場關係品質與商店關係品質會相互影響 

Doney and Cannon(1997)認為銷售人員的行為可以反映出供應商的價值觀

和態度，而且顧客對於銷售人員的信賴能移轉到供應廠商上。相同的，從賣場

與內部商店之關係來看，由於賣場會對內部商店進行營運前後之管理工作，包

括在商店挑選時需符合賣場要求，如服務態度、形象等，或者賣場會針對商店

之內部清潔做評比，因此，商店展現出來的行為也反映了賣場方的價值觀與態

度，所以顧客對於商店的信賴將會移轉到賣場上。另一方面，當顧客認同賣場

的制度跟價值觀，或因先前的交易經驗等而對賣場產生信賴時，其亦將移轉到

對內部商店的信賴上。 

另外，Strub and Priest(1976)認為，對較具知名度的個體所產生的信賴感

能被轉移到不具知名度的個體上。大型電腦賣場之知名度相較於內部商店，對

顧客而言是較熟悉的。此意謂著若顧客對比較熟悉的電腦賣場感到信賴的話，

雖然其不熟悉賣場內之商店，也會認為屬於賣場的內部商店是可以信賴的。因

此本研究推論，顧客所知覺的賣場關係品質會影響顧客所知覺的商店關係品

質；反之亦然。換句話說，兩者之間具有互相影響效果。 

H4：賣場關係品質與商店關係品質之間具有相關性。 

三、變數的操作性定義與衡量 

本節將針對研究架構中各變數之操作性定義與衡量做一詳盡的說明，並據

此作為發展研究問卷的依據。此外，各變項之衡量皆採 Likert 5點尺度，並針

對電腦零售業之特性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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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服務品質 

服務品質是衡量顧客所接受之服務，是能否符合顧客期望；若顧客實際接

受服務之水準，高於顧客心中期望之服務水準，則服務品質高。本研究之服務

品質係參考 Parasuraman, Zeithaml, Berry在 1988年所提出之服務品質模式，

並以有形性、可靠性、關懷性、反應性與保證性等五構面衡量之。 

(二) 關係品質 

Crosby et al.(1990)認為高的關係品質表示顧客可以完全地信賴銷售人

員，繼而消除購後的不確定性，並使顧客產生滿意的感覺。顧客如果對銷售人

員過去的表現感到滿意，則對於他未來的表現也會深具信心，整體而言則增強

了雙方未來的關係。本研究之關係品質係以滿意、信賴與承諾衡量之。 

1.滿意：滿意是一種情緒的狀態，其反映出對互動經驗的評估。滿意之衡量

係參考 Selnes (1993)之問卷，以五個題目衡量之。 

2.信賴：信賴是一種信念，其相信銷售人員可以依賴，會以顧客長期的利益

來行動。信賴之衡量係參考 Doney & Cannon (1997)之問卷，以九個

題目衡量之。 

3.承諾：是一種想要維持關係的慾望，表示顧客希望能持續的維持對其有利

的關係。承諾之衡量係參考 Morgan & Hunt(1994)與 Bettencourt 

(1997)之問卷，以五個題目衡量之。 

(三) 涉入程度 

Zaichkosky(1985)定義涉入為一個人基於固有需求、價值與興趣而對標的

物所知覺的攸關性。此部份係參考 Bloch(1981)與李青峰(1999)之問卷，包括

17個題項。 

四、研究設計 

(一) 抽樣設計 

本研究係以在三年內，曾經到過大型分租式電腦賣場購物之消費者為調查

對象。而在資料蒐集方面，本研究採用兩種發放方式，其一乃是經由電腦賣場

之服務櫃檯代為轉送給賣場消費者；其二則由研究者親自到賣場發放問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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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上，抽樣方法是屬於便利抽樣；問卷總計發出 600份。 

(二) 問卷設計與回收 

問卷設計乃是根據相關文獻加以修改而來。其中問卷分為 A卷與 B卷，

A卷之問項是針對電腦賣場設計，包括詢問受測者對於賣場之服務品質與關係

品質的感受，B卷之問項是針對電腦賣場之內部商店設計，包括詢問受測者對

於內部商店之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的感受，最後再加上受測者對於電腦商品之

涉入程度高低。問卷調查工作於民國 90年 3月中開始進行，並於 4月初完成

所有問卷回收工作，共回收 197份。經由問卷審查（包括不符合研究對象、問

卷答案勾選尺度皆相同者以及回答無一致性之無效問卷），有效回收問卷總計

有 176份，有效回收率達 29.33％。 

回收樣本多為30歲以下，佔95.45%；並以大學學歷以上之學生為主，佔

85.8%，其次從事商業工作者佔9.1%。而月收入20,000元以下者佔85.8%，月收

入20,001～60,000元者則佔11.93%。顯示大型電腦賣場之消費者中學生佔了大

多數，且由於學生月收入不高，因此賣場與內部商店應可針對學生消費者設計

符合學生需求的行銷方案。此外，另針對回收樣本對賣場資訊做一基本結構分

析。結果發現大多數消費者之主要購物商店為NOVA與光華商場，各佔54.45%

與27.84%。另外，北部地區仍為主要消費之賣場地區，佔76.71%。最後，知

曉商店名稱者僅佔17.05%，相較於知曉賣場名稱者之89.78%，相差甚大，顯

示消費者對賣場之品牌熟悉度甚高於消費者對商店品牌熟悉度。因此符合前述

文獻之推論，賣場為較知名的一方，內部商店為較不知名的一方。 

最後，由於本研究發放問卷之方式有兩種。為了驗證此二種發放方式所蒐

集之資料有無顯著差異，本研究針對兩群樣本之各構面進行 ANOVA檢定，發

現此兩群樣本之各構面均無顯著差異。 

五、信度與效度的檢定 

信度是衡量工具的正確性與精確性，其包括兩方面的意義：一是穩定性，

即為再測信度；一是一致性，乃是衡量問卷各項目間的內部一致性。本研究針

對問卷進行內部一致性信度檢定，以檢測量表內各題項是否測量同一假設建構

的程度，並採用 Cronbach’sα作為衡量的指標。本研究各構面之 Cronbach’sα，

除商店服務品質之專業便利性為 0.3586 較低之外，其餘皆在高信度或可接受

範圍內(0.35-0.7)，而商店服務品質之專業便利性雖偏低但亦屬可接受範圍，因



中山管理評論 

 ～769～

此整體而言本研究之信度大致上屬於良好的範圍。 

效度即正確性，意指衡量工具能夠正確地測得研究所欲衡量的特質與功能

的程度。本研究問卷各變項的衡量乃是根據國內外學者之相關文獻與研究問卷

的理論基礎，並針對大型電腦賣場與內部商店的特性加以修改而成；且由賣場

與商店從業人員與學者對其內容加以檢視，然後進行預試及修改。因此，本研

究所使用之衡量工具應能符合效度之要求。另外，建構(construct)效度是指「量

表能測量理論上某概念或特質的程度」，即構念是否能真實反應實際狀況。常

見之建構效度有兩類：收斂(convergent)效度及區別(discriminant)效度。本研究

係以因素分析來檢驗問項之效度。 

以因素分析求量表各項目之因素結構(structure)矩陣，再由結構矩陣所表

列之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大小來判定建構效度好壞。同一構念中，若因

素負荷量的值均大於 0.5，則可宣稱該構念之收斂效度佳。相對地，在區別效

度檢定方面，若每一個項目在其所屬構念中，僅出現一個大於 0.5以上之因素

負荷量，則稱此量表之區別效度愈高。本研究在因素分析中，因素負荷量的值

均大於 0.5，且每一項目在所屬構念中，亦僅出現一個大於 0.5之因素負荷量。

因此，本研究量表具有很高的收斂效度和區別效度。 

肆、實證研究 

一、資料初步分析 

本研究先就所有的研究變項進行因素分析作為資料減縮(reduction)，以利

後續的實證分析。另外，本研究特別針對涉入程度進行集群分析，藉以探討其

干擾效果。 

(一) 因素分析 

本文針對二種研究對象(賣場與內部商店)之服務品質、關係品質與涉入程

度分別作因素分析，且皆以主成分方法萃取特徵值大於 1的因素，再經最大變

異量法進行直交轉軸，並選取因素負荷量絕對值大於 0.5的問項再執行一次因

素分析。最後再根據各因素包含的問項內涵為因素命名，以萃取出重要的因素

構面。表 2 乃是這些研究變項之因素分析結果，包括各因素構面、特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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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nbach’s α及累積解釋變異量。 

表 2 本研究變項之因素分析結果彙總 

相關量數 

因素構面 
特徵值 Cronbach’sα 累積解釋變異量(%) 

反應性 2.229 0.7186 13.931 

關懷性 2.220 0.7634 27.818 

可靠性 2.091 0.6992 40.889 

有形性 1.821 0.6716 52.268 

賣 
場 
服 
務 
品 
質 

便利性 1.501 0.6423 61.651 

反應性 4.056 0.8817 18.435 

有形性 2.832 0.7606 31.308 

確實性 2.598 0.7496 43.119 

關懷性 2.502 0.7834 54.494 

商 
店 
服 
務 
品 
質 

便利性 1.542 0.3586 61.501 

信賴 4.687 0.879 27.572 

滿意 2.787 0.7834 43.964 

賣 
場 
關 
係 
品 
質 承諾 2.234 0.775 57.106 

承諾 3.793 0.8707 22.314 

滿意 3.409 0.8562 42.366 

商 
店 
關 
係 
品 
質 信賴 3.269 0.8472 61.596 

象徵價值 3.091 0.8115 19.321 

娛樂價值 2.644 0.7334 35.848 

興趣 2.226 0.6884 49.759 

涉 
入 
程 
度 

需要 1.486 0.6247 59.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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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2可知，賣場與商店之服務品質和關係品質大致上皆有相同的因素構

面，且亦皆與前述文獻探討者相符合，因此可將這些因素構面作為後續的實證

研究之基礎。至於涉入程度則可分出 4個因素，下面將依這些因素的得分作為

集群分析的依據。 

(二) 集群分析 

接著以先前對涉入程度之因素分析為根據，進行集群分析。本研究採兩階

段集群法，先以華德法(Ward’s method)求出凝聚係數與係數之遞增率，利用遞

增率來決定群數；接著再以「K-Means集群分析法」，將資料分群，最後利用

判別分析測試分群的正確性。 

首先以華德法找出集群的凝聚係數與係數的遞增率，結果發現係數遞增率

在分成兩群時為最大(0.180731)， 因此決定將涉入程度分為兩群。再經過

K-Means法將顧客以此二群做一區隔，其中第一集群有 87個，第二級群有 89

個。依據因素分數(Factor score)高低為每個集群命名，然後做變異數分析。根

據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涉入程度的四個因素均呈顯著差異，顯示集群結果良好

(參見表 3)。最後利用判別分析對集群結果加以評估(參見表 4)。整體正確判別

率為 96%，顯示集群結果為高度穩定與高度正確性。 

此外，表 3亦顯示二群之整體涉入程度之平均數，發現雖然娛樂需要群之

平均數高於象徵興趣群，但並無顯著差異，表示娛樂需要群之消費者涉入程度

雖較高，但無法驗證其顯著高於象徵興趣群。因此，本研究往後的分析並未採

用高、低涉入的分群，而改用「象徵興趣」與「娛樂需要」二群。 

表 3 涉入程度之集群與變異數分析 

ANOVA 集群 

因素 

第一集群 

（N＝87） 

第二集群 

（N＝89） F 值 P 值 

象徵價值 
.55342 

(.84671) 

-.54099 

(.83020) 
74.964 .000*** 

娛樂價值 
-.45254 

(.97895) 

.44237 

(.80728) 
43.862 .000*** 

興趣 
.18346 

(1.03532) 

-.17933 

(.93558) 
5.954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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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VA 集群 

因素 

第一集群 

（N＝87） 

第二集群 

（N＝89） F 值 P 值 

需要 
-.33626 

(.94455) 

.32871 

(.94640) 
21.762 .000*** 

整體涉入程度 
-0.0129 

(0.5548) 

0.0123 

(0.4429) 
0.111 0.739 

集群命名 象徵興趣群 娛樂需要群  

註 1：”***”表示 P<0.001,”*”表示 p<0.05 

註 2：因素與集群之交叉空格為因素分數平均數，括弧內為標準差 

註 3：N 表該集群的顧客數 

表 4 涉入程度之集群結果的判別分析 

真正群組\被分類群組 象徵興趣群 娛樂需要群 樣本數 

象徵興趣群 
83 

(95.4%) 

4 

(4.6%) 
87 

娛樂需要群 
3 

(3.4%) 

86 

(96.6%) 
89 

註：正確判別率為 96% 

二、實證分析 

本研究在驗證涉入程度之干擾效果(假設 2)時，採用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而對於整體的模式(假設 1與 2)則採用徑路分析，至於賣場與商品在服務品質

與關係品質之關聯性(假設 3與 4)則採用典型相關分析。 

(一) 涉入程度對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之干擾效果 

1.電腦賣場 

首先將涉入程度依因素分析之因素得分的中位數分成三群，分別為高、

中、低涉入群，並將中間較無明顯特徵之中度涉入群刪去。接著亦依據類似的

方式將賣場服務品質分為高低兩群；然後以賣場服務品質與涉入程度為自變

數，而賣場關係品質分為「信賴」、「滿意」、「承諾」等三因素作為依變數，進

行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其結果列於表 5。由表 5可知涉入對於服務品質與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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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之間的關係會產生顯著之交互作用效果，但其在服務品質與承諾之間則不

存在顯著交互作用效果；所以，H2-1部分成立。 

表 5 賣場服務品質與涉入程度對關係品質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自變數 依變數 F 值 P 值 

信賴 14.361 .000*** 

滿意 12.642 .000*** 
賣場服務品質(2)× 

涉入程度(2) 
承諾 1.368 .256 

註：”***”表 P<0.001，”*”表 P<0.05 

 

(1)信賴 

從圖 2可以看出在服務品質為高的情況下，高涉入之信賴度(0.74582)高於

低涉入之信賴度(0.0019)；在低服務品質的情況下，高涉入之信賴度(-0.14468)

亦高於低涉入之信賴度(-0.66178)，但彼此之間的差距已不如高服務品質時來

得高，顯示若賣場服務品質高，高涉入顧客會較願意信賴賣場，但若賣場服務

品質降低，則高涉入顧客也會跟著降低，且降低之幅度相較於低涉入顧客而言

更大。因此，賣場服務品質應會與涉入程度產生交互作用，並顯著地影響顧客

信賴。 

(2)滿意 

從圖 3可以看出在服務品質為高的情況下，高涉入之滿意度(0.64385)高於

低涉入之滿意度(0.30379)；在低服務品質的情況下，高涉入之滿意度(-0.45527)

則低於低涉入之滿意度(-0.40722)，顯示若賣場服務品質高，高涉入顧客會較

滿意賣場，但若賣場服務品質降低，則高涉入顧客將會比低涉入顧客更不滿意

賣場。因此賣場服務品質會與涉入程度產生交互作用，並顯著地影響顧客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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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賣場服務品質、涉入對信賴

之影響折線圖 

註 1：服務品質=1為低，2為高 

圖 3 賣場服務品質、涉入對滿意之

影響折線圖 

註 1：服務品質=1為低，2為高 

   

(3)承諾 

當賣場關係品質為「承諾」時，交互效果未達顯著影響。顯示除了賣場服

務品質對承諾的發展無顯著影響效果之外，在涉入的干擾效果下，服務品質對

承諾亦無顯著影響。究其原因，由於賣場服務品質對於承諾可能無顯著影響，

因此可能導致再加入涉入干擾效果時，服務品質對於承諾之影響亦無顯著之變

化。 

 

圖 4 賣場服務品質、涉入對承諾之影響折線圖 

註 1：服務品質=1為低，2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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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內部商店 

內部商店之分析的方式與前述相同，即涉入程度與服務品質皆取高低兩群

(自變數)，而商店關係品質則分為「信賴」、「滿意」、「承諾」等三因素（依變

數），進行二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如表 6所示。由表 6可知，不論是承諾、

滿意、信賴等關係品質因素均會受到服務品質與涉入程度之交互作用影響，因

此顯示涉入程度的確會對商店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之間的關係產生顯著影響

之干擾效果；所以，H2-2成立。 

表 6 商店服務品質與涉入程度對關係品質影響之變異數分析 

自變數 依變數 F 值 P 值 

信賴 9.247 .000*** 

滿意 8.812 .000*** 
商店服務品質(2)× 

涉入程度(2) 
承諾 4.002 .009** 

註：”***”表 P<0.001，”**”表 P<0.01，”*”表 P<0.05 

 

(1)信賴 

從圖 5可以看出在服務品質為高的情況下，高涉入之信賴度(0.54348)高於

低涉入之信賴度(-0.06748)；在低服務品質的情況下，高涉入之信賴度(0.23205)

亦高於低涉入之信賴度(-0.57269)，顯示若商店服務品質高，高涉入顧客會較

願意信賴商店，但若商店服務品質降低，則低涉入顧客相較於高涉入顧客而

言，其信賴降幅較大，因此商店服務品質應會與涉入程度產生交互作用，並顯

著地影響顧客信賴。 

(2)滿意 

從圖 6 可以看出在服務品質為高的情況下，低涉入之滿意度(0.53335)

高於高涉入之滿意度(0.47797)；在低服務品質的情況下，高涉入之滿意度

(-0.29927)則低於低涉入之滿意度(-0.37544)，顯示若商店服務品質高，低涉入

顧客會較滿意商店，但若商店服務品質降低，則低涉入顧客將會比高涉入顧

客更不滿意商店，因此商店服務品質應會與涉入程度產生交互作用，並顯著

地影響顧客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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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商店服務品質、涉入對信賴

之影響折線圖 

註 1：服務品質=1為低，2為高 

圖 6 商店服務品質、涉入對滿意之

影響折線圖 

註 1：服務品質=1為低，2為高 

 

(3)承諾 

從圖 7可以看出在服務品質為高的情況下，高涉入之承諾(0.39792)高於低

涉入之承諾(0.18691)；在低服務品質的情況下，高涉入之承諾(-0.34847)則低

於低涉入之承諾(-0.25049)，顯示若商店服務品質高，高涉入顧客會較願意給

予承諾，但若商店服務品質降低，則高涉入顧客將會比低涉入顧客更不願給予

承諾，因此商店服務品質應會與涉入程度產生交互作用，並顯著地影響顧客滿

意。 

 

圖 7 商店服務品質、涉入對承諾之影響折線圖 

註 1：服務品質=1為低，2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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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觀之，服務品質與涉入程度之交互作用，除了不會對賣場承諾產生影

響外，其他如信賴、滿意等皆有顯著之交互作用存在。由於此部分分別從賣場

和商店兩方出發，分析涉入程度對服務品質和關係品質間之干擾效果，因此，

接下來本研究將綜合賣場與商店的觀點提出解釋。 

1.涉入對服務品質與信賴之間關係的干擾效果 

研究結果顯示，在賣場方面，若服務品質高，高涉入顧客會較願意信賴賣

場，但若服務品質降低，則高涉入顧客會較不願意信賴賣場；在商店方面，若

服務品質高，高涉入顧客會較願意信賴商店，但若服務品質降低，則低涉入相

較於高涉入而言，其信賴降幅較大。此代表著高涉入顧客在賣場方面之干擾效

果較大，低涉入顧客在商店方面之干擾效果較大。究其原因，商店與賣場不同

之處在於商店乃直接銷售產品，若顧客對產品知識不足（低涉入）則其較需依

賴服務人員，因此易受服務之優劣而影響其信賴度。 

2.涉入對服務品質與滿意之間關係的干擾效果 

研究結果顯示，在賣場方面，若服務品質高，高涉入顧客會較滿意賣場，

但若服務品質降低，則高涉入顧客將會比低涉入顧客更不滿意賣場；而在商店

方面，若服務品質高，低涉入顧客會較滿意商店，但若服務品質降低，則低涉

入顧客將會比高涉入顧客更不滿意商店。此結果與上述信賴之結果相同，亦即

由於低涉入顧客需依賴商店服務人員之專業知識服務，因此其滿意度隨商店服

務品質之好壞而波動程度較大。 

3.涉入對服務品質與承諾之間關係的干擾效果 

研究結果顯示，在賣場方面，涉入之干擾效果不顯著，係由於賣場服務品

質對承諾並無顯著影響，因此，涉入對於承諾亦無顯著干擾效果；在商店方面，

若服務品質高，高涉入顧客較願意給予承諾，但若服務品質降低，則高涉入顧

客將會比低涉入顧客更不願給予承諾，此與 Swinyard(1993)發現高涉入者會更

重視接受服務經驗的結果相同。 

三、徑路分析 

本研究將涉入程度分成象徵興趣群與娛樂需要群，利用徑路分析(Path 

Analysis)分別探討賣場與商店之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的因果關係。藉由徑路係

數的大小表示變數間的影響程度，並計算徑路係數分析各變數之直接作用及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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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作用力的大小。 

(一) 象徵興趣群 

1.電腦賣場方 

從圖 8 來看，服務品質各因素對信賴的影響中，關懷性的係數最高

(0.486)，顯示賣場對顧客展現關懷最能博得顧客之信賴；而在對滿意的影響方

面，以有形性(0.476)之係數最高，代表賣場的外觀設施、服務人員的衣著等有

形物，是顧客滿意與否的關鍵所在；最後在承諾方面，僅有便利性對承諾有顯

著影響，顯示承諾的提高不能光靠服務品質，必須要加上其他要素才能使得顧

客願意給予承諾。例如Moore(1998)提出，若賣方之公平性提高，則買方會更

願意給予承諾。因此，提高顧客對賣場認知的公平性將有助於顧客給予賣場的

承諾。 

2.內部商店 

從圖 8 來看，服務品質各因素對承諾的影響中，確實性的係數最高

(0.355)，顯示顧客認為商店所做的交易與服務是否確實最能博得顧客之承諾；

而在對滿意的影響方面，以可靠反應性(0.473)之係數最高，代表商店能否讓顧

客依靠、快速回應顧客需求，是顧客滿意與否的關鍵所在。最後在信賴方面，

關懷性對信賴有顯著影響，顯示若要提升顧客對商店之信賴，對其展現出關

懷、關心乃是不可獲缺之要件。另外，關於象徵興趣群之迴歸分析、作用力分

析，請參見表 7與表 8。 

(二) 娛樂需要群 

1.電腦賣場方 

從圖 9 來看，服務品質各因素對信賴的影響中，關懷性的係數最高

(0.444)，顯示賣場對顧客展現關懷最能博得顧客之信賴；而在對滿意的影響方

面，以反應性(0.254)之係數最高，代表賣場人員服務是否及時、迅速，是顧客

滿意與否的關鍵所在。最後在承諾方面，僅有便利性對承諾有顯著影響，顯示

承諾的提高不能光靠服務品質，必須加上其他要素才能使得顧客願意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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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象徵興趣群之因徑圖 

註：”***”表 P<0.001，”**”表 P<0.01，”*”表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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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賣場服務品質各變數對關係品質各變數之迴歸分析（象徵興趣群） 

依變數 自變數 徑路係數 T 值 顯著性 

反應性 .309 3.444 .000*** 

關懷性 .486 5.428 .000*** 

可靠性 .208 2.314 .023* 

有形性 -.142 -1.62 .109 

信賴 

專便性 .205 2.278 .025* 

反應性 .256 3.033 .003** 

關懷性 .355 4.234 .000*** 

可靠性 .272 3.234 .002** 

有形性 .476 5.774 .000*** 

滿意 

專便性 .071 .84 .403 

反應性 .138 1.256 .213 

關懷性 .05 .458 .648 

可靠性 -.072 -.653 .515 

有形性 .06 .56 .577 

承諾 

專便性 .242 2.198 .031* 

註：”***”表 P<0.001，”**”表 P<0.01，”*”表 P<0.05 

表 8 商店服務品質各變數對關係品質各變數的迴歸分析（象徵興趣群） 

依變數 自變數 徑路係數 T 值 顯著性 

可靠反應性 .061 .608 .545 

有形性 .233 2.327 .022* 

確實性 .355 3.592 .000*** 

關懷性 .122 1.212 .229 

承諾 

便利性 .238 2.339 .022* 

可靠反應性 .473 5.312 .000*** 

有形性 .267 2.992 .004** 

確實性 .172 1.953 .054 

關懷性 .308 3.438 .000*** 

滿意 

便利性 .024 .262 .794 

可靠反應性 .122 1.152 .253 

有形性 .037 .343 .733 

確實性 .201 1.908 .06 

關懷性 .242 2.263 .026* 

信賴 

便利性 .112 1.036 .303 

註：”***”表 P<0.001，”**”表 P<0.01，”*”表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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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娛樂需要群之因徑圖 

註：”***”表 P<0.001，”**”表 P<0.01，”*”表 P<0.05 

 

2.內部商店 

從圖 9來看，服務品質各因素對承諾的影響中，有形性係數(0.288)與確實

性係數(0.279)最高，顯示顧客認為商店外觀擺設是否舒適、商店所做的交易與

服務是否確實最能博得顧客之承諾；而在對滿意的影響方面，以可靠反應性

(0.34)之係數最高，此結論與象徵興趣群一致，代表商店能否讓顧客依靠、服

務是否即時，確實是顧客滿意與否的關鍵所在；最後在信賴方面，除了便利性

之外，其他服務品質因素均會顯著影響信賴，其中又以關懷性之係數(0.32)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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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此結論卻與象徵興趣群不一致（象徵興趣群僅有關懷性會影響信賴）。 此

意謂著不論是哪一群，商店提供給顧客關懷的服務、關心的感受絕對是博得顧

客信賴的重要關鍵，但若顧客的購買偏好是偏向娛樂價值或者是生活需要的

話，則商店必須重視所提供服務是否讓顧客感到可靠、實在，商店整體外觀給

顧客的感受是否舒適，服務人員的穿著是否專業一致、整潔舒適，才能加深顧

客對商店的信賴。 

另外，關於娛樂需要群之迴歸分析與作用力分析，請參見表 9與表 10。 

表 9 賣場服務品質各因素對關係品質各因素的迴歸分析（娛樂需要群） 

依變數 自變數 徑路係數 T 值 顯著性 

反應性 .202 2.371 .02* 

關懷性 .444 5.169 .000*** 

可靠性 .253 2.966 .004** 

有形性 .165 1.954 .054 

信賴 

專便性 .176 2.042 .044* 

反應性 .254 2.532 .013* 

關懷性 .14 1.379 .171 

可靠性 .116 1.152 .253 

有形性 .158 1.596 .114 

滿意 

專便性 .216 2.13 .036* 

反應性 .311 2.981 .004** 

關懷性 -.169 -1.609 .111 

可靠性 .05 .48 .633 

有形性 .144 1.394 .167 

承諾 

專便性 .041 .39 .698 

註：”***”表 P<0.001，”**”表 P<0.01，”*”表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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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商店服務品質各因素對關係品質各因素的迴歸分析（娛樂需要群） 

依變數 自變數 徑路係數 T 值 顯著性 

可靠反應性 .143 1.44 .154 

有形性 .288 2.904 .005** 

確實性 .279 2.821 .006** 

關懷性 -.04 -.404 .687 

承諾 

便利性 .059 .59 .557 

可靠反應性 .34 3.992 .000*** 

有形性 .185 2.175 .033* 

確實性 .221 2.615 .01** 

關懷性 .288 3.366 .000*** 

滿意 

便利性 .227 2.633 .01** 

可靠反應性 .311 3.538 .000*** 

有形性 .234 2.662 .009** 

確實性 .212 2.428 .017* 

關懷性 .32 3.626 .000*** 

信賴 

便利性 .108 1.21 .23 

註：”***”表 P<0.001，”**”表 P<0.01，”*”表 P<0.05 

 

由於本研究將涉入分為象徵興趣群與娛樂需要群，從此兩方面分別探討各

自之徑路分析；接下來，將綜合兩群之觀點，並探討兩方之異同處。 

1.兩群的賣場服務品質之因素均顯著影響信賴。 

2.象徵興趣群之賣場服務品質因素顯著影響滿意，而娛樂需要群則為賣場反應

性與專業便利性顯著影響滿意。究其原因，由於娛樂需要群特性之一為顧客

需要較佳的電腦服務，即使花費較高成本也無妨。因此若賣場能提供專業知

識讓顧客得到所需之電腦服務，則顧客之滿意程度會升高。另外，賣場的整

體外觀、服務人員的衣著代表賣場展現出能提供給顧客第一眼之象徵價值。

因此，若賣場之有形姓高，對重視象徵價值的顧客而言，其所產生之滿意程

度顯然要高於娛樂需要群。 

3.對象徵興趣群之顧客而言，僅有商店之關懷性會影響顧客對商店之信賴；而

對娛樂需要群來說，可靠反應性、關懷性、有形性和確實性均會影響顧客對

商店之信賴。究其原因，娛樂需要群顧客之特性為，其需要依賴電腦以提供

給顧客生活上之娛樂價值、只要好電腦再貴也無所謂。因此若商店能提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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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快速、確實的服務，並對顧客展現高度之關懷，那麼娛樂需要群之顧客

將會比象徵興趣群更信賴商店。 

四、典型相關分析 

本研究利用典型相關分析進一步瞭解賣場服務品質（反應性、關懷性、可

靠性、有形性與專業便利性）和商店服務品質之間的關係，以及賣場關係品質

（信賴、滿意、承諾）和商店關係品質之間的相關性。 

(一) 賣場服務品質與商店服務品質變項之典型相關分析 

此部分乃以賣場服務品質所萃取出的五個因素當作預測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又稱獨立變數)，而商店服務品質所萃取出的五個因素作為準則變數

(Dependent variable，又稱為相依變數)，進行典型相關分析，其結果如表 11

與圖 10所示： 

如圖 10、表 11所示，在賣場服務品質與商店服務品質間存在四個典型因

素，且其典型相關係數的顯著性檢定均達 0.05 以上，由此可知五個賣場服務

品質之變項（控制變項）主要透過此四個典型因素影響商店服務品質之變項（效

標變項）。 

第一對的典型相關係數為 0.676，而預測變數與準則變數之典型相關的重

疊量為 9.146%。在典型相關分析裡，所謂重疊量是指 X與 Y兩組變數共同的

變異數百分比，為測量兩組變數結合的另一種方法。本研究發現賣場服務品質

變項可透過第一典型因素來解釋商店服務品質變項之總變異量的 9.146%。預

測變數在第一對典型上的因素負荷量絕對值以關懷性(0.542)為最高；而準則變

數在第一對典型因素負荷量絕對值以確實性(0.565)最大。由上述結果可知，若

顧客認為賣場對顧客所表示的關懷越多、將顧客最在意的事放在心上，則顧客

會認為其內部商店也會表示關懷。 

第二對典型相關係數為 0.389，而預測變數與準則變數之典型相關的重疊

量為 3.024%，故賣場服務品質變項可透過第二典型因素來解釋商店服務品質

變項之總變異量的 3.024%。預測變數在第二對典型上的因素負荷量絕對值以

專業便利性(0.792)為最高；而準則變數在第二對典型因素負荷量絕對值以迅速

可靠性(0.531)最大。由上述結果可知，若顧客認為賣場所提供的服務是夠專業

的、方便的，則顧客也會認為其內部商店所提供的服務既快速又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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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賣場與商店的服務品質之典型相關分析路徑圖 

註：”***”表 P<0.001，”**”表 P<0.01，”*”表 P<0.05 

 

圖 11 賣場與商店的關係品質之典型相關分析路徑圖 

註：”***”表 P<0.001，”**”表 P<0.01，”*”表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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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對典型相關係數為 0.318，而預測變數與準則變數之典型相關的重疊

量為 2.016%，故賣場服務品質變項可透過第三典型因素來解釋商店服務品質

變項之總變異量的 2.016%。預測變數在第三對典型上的因素負荷量絕對值以

可靠性(0.707)為最高；而準則變數在第三對典型因素負荷量絕對值以便利性

(0.737)最大。由上述結果可知，若顧客認為賣場所提供的服務是正確的、完善

的，解決問題時是準時且又具備高度熱誠，則顧客也會認為其內部商店所提供

的服務對顧客是很方便的。 

第四對典型相關係數為 0.229，而預測變數與準則變數之典型相關的重疊

量為 1.048%，故賣場服務品質變項可透過第四典型因素來解釋商店服務品質

變項之總變異量的 1.048%。預測變數在第四對典型上的因素負荷量絕對值以

有形性(0.82)為最高；而準則變數在第四對典型因素負荷量絕對值以有形性

(0.704)最大。由上述結果可知，若顧客認為賣場所提供的實體環境、服務人員

穿著是既舒適又整潔的，則顧客也會認為其內部商店所提供的有形物是既舒適

又整潔。 

表 11 賣場服務品質與商店服務品質之典型相關分析 

典型因素 典型因素 控制變項 

(X 變項) χ1 χ2 χ3 χ4 

效標變項

(Y 變項) η1 η2 η3 η4 

反應性 -.525 -.062 -.256 -.346 可靠反應性 -.559 -.531 -.584 -.115 

關懷性 -.542 .439 .498 -.375 有形性 -.429 .514 -.113 .704 

可靠性 -.451 -.082 -.707 .114 確實性 -.565 .472 .219 -.639 

有形性 -.301 .411 .098 .82 關懷性 -.366 -.279 .235 .261 

專便性 -.369 -.792 .42 .233 便利性 -.224 -.392 .737 .124 

抽出變異

數百分比 
20 20 20 20 

抽出變異

數百分比
20 20 20 20 

重疊量

(%) 
9.146 3.024 2.016 1.048 

重疊量

(%) 
9.146 3.024 2.016 1.048 

ρ2 0.457 0.151 0.101 0.052 
 

ρ .676*** .389*** .318** .229* 

註：”***”表 P<0.001，”**”表 P<0.01，”*”表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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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賣場關係品質與商店關係品質變項之典型相關分析 

此部分乃以賣場關係品質所萃取出的三個因素（信賴、滿意與承諾）當作

預測變數，而商店關係品質所萃取出的三個因素（承諾、滿意、信賴）作為準

則變數，進行典型相關分析，其結果如表 12與圖 11所示。在賣場關係品質與

商店關係品質間存在兩個典型因素，且其典型相關係數的顯著性檢定均達 0.05

以上，由此可知三個賣場關係品質之變項（控制變項）主要透過此兩個典型因

素影響商店關係品質之變項（效標變項）。 

第一對的典型相關係數為 0.756，而預測變數與準則變數之典型相關的重

疊量為 19.042%，故賣場關係品質變項可透過第一典型因素來解釋商店關係品

質變項之總變異量的 19.042%。預測變數在第一對典型上的因素負荷量絕對值

以信賴(0.756)為最高；而準則變數在第一對典型因素負荷量絕對值也以信賴

(0.637)最大。由上述結果可知，若顧客認為賣場是值得信賴的，則顧客同樣會

認為其內部商店也是可以信賴的。 

第二對的典型相關係數為 0.325，而預測變數與準則變數之典型典型相關

的重疊量為 3.517%，故賣場關係品質變項可透過第二典型因素來解釋商店關

係品質變項之總變異量的 3.517%。預測變數在第二對典型上的因素負荷量絕

對值以滿意(0.832)為最高；而準則變數的因素負荷量絕對值亦以滿意(0.794)

最大。由上述結果可知，若顧客對賣場所提供的服務感到滿意，則顧客也會對

其內部商店所提供的服務感到一定程度的滿意。 

表 12 賣場關係品質與商店關係品質之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 

典型因素 典型因素 控制變項 

(X 變項) χ1 χ2 

效標變項 

(Y 變項) η1 η2 

信賴 -0.756 0.539 承諾 -0.559 0.605 

滿意 -0.511 -0.832 滿意 -0.53 -0.794 

承諾 -0.409 -0.13 信賴 -0.637 0.064 

抽出變異數 

百分比 
33.3 33.3 

抽出變異數 

百分比 
33.3 33.3 

重疊量(%) 19.042 3.517 重疊量(%) 19.042 3.517 

ρ2 0.571 0.106 
 

ρ 0.756*** 0.325** 

註：”***”表 P<0.001，”**”表 P<0.01，”*”表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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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面臨「服務經濟」時代的來臨，服務業者莫不以提供差異化之服務取代傳

統競爭手法，期望能創造優質、差異化、個人化服務來吸引顧客，並從顧客身

上獲取其終身價值。另外，自從個人電腦時代來臨之後，各家電腦賣場有如雨

後春筍般成立，如何在經濟環境不佳的情況下，仍能保有相對之競爭優勢便成

為各家業者努力之方向。相關研究指出，關係行銷己成為創造差異化優勢之關

鍵所在，而賣場及其內部商店可藉由提供優良之服務來強化與顧客之關係，進

而增加顧客對賣場和內部商店之忠誠度。 

一、結論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賣場和商店兩者之服務品質對關係品質的影響，並加

入涉入程度之干擾效果。相較於過去相關文獻可發現本研究具下列幾項特色：

(1)服務品質可作為關係品質之前置因子；(2)顧客涉入程度會對服務品質與關

係品質間關係產生干擾效果；(3)探討大型賣場將可從整體面(賣場方)與個別面

(內部商店)著手。茲將本研究之重要結論列述如下: 

(一) 服務品質對關係品質之重要性 

研究結果發現，賣場之服務品質會影響顧客之信賴、滿意程度，而對承諾

部分則無顯著影響；商店之服務品質則對關係品質之信賴、滿意、承諾均有顯

著影響。究其原因，Moorman, Deshpande, and Zaltman (1992)認為承諾為對於

維持有價關係的一種持續性渴望，乃是屬於關係品質中一種回饋的表現，由於

顧客至賣場購物會享受到其服務，但實際接觸頻繁者乃屬於與商店之互動。因

此，在與賣場實際接觸不多的情況下，顧客可能較無實際回饋之承諾，所以服

務品質對承諾的效果將較不顯著。 

(二) 涉入程度對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間關係之重要性 

由於之前已將涉入程度分成兩部分處理，因此接下來亦將分為高、低涉入

群與象徵興趣、娛樂價值群兩部分來探討。 

1.高、低涉入群 

研究結果指出，在賣場方面，服務品質與信賴、滿意之間關係將受到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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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之干擾效果影響，而對承諾之干擾效果則不顯著；在商店方面，服務品質

與關係品質各構面之關係，皆受到涉入程度之干擾效果所影響。究其原因，由

於賣場服務品質對承諾就已無顯著影響，因此，涉入程度之干擾效果將不對賣

場服務品質與承諾之關係造成影響。 

此外，研究結果亦指出，涉入程度確實會造成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之間關

係的干擾影響。因此，賣場與內部商店兩者應可依顧客不同的涉入程度作為市

場區隔，將有限之資源用於最大效用之區隔，以獲致差異化競爭優勢。 

2.象徵興趣、娛樂價值群 

研究結果有如下發現： 

(1)兩群的賣場服務品質之因素均顯著影響信賴。 

(2)象徵興趣群之賣場服務品質因素顯著影響滿意，而娛樂需要群則為賣場反

應性與專業便利性顯著影響滿意。 

(3)對象徵興趣群之顧客而言，僅有商店之關懷性會影響顧客對商店之信賴；

而對娛樂需要群來說，可靠反應性、關懷性、有形性和確實性均會影響顧

客對商店之信賴。 

(三) 賣場服務品質與商店服務品質之相關性 

研究結果指出，賣場之服務品質確實與商店服務品質有相關。因此，賣場

在提升自身服務品質的同時，也需注意內部商店之服務品質的程度，才能給顧

客一致的優良服務之感受，進而創造顧客對整個賣場的良好印象。但由於賣場

內部各家商店分屬不同之公司所有，在整合方面尚有一定程度之困難。因此，

賣場在初成立之招商過程中，應考慮商店能否與賣場配合，包括商店之商品組

合、過去服務績效之口碑、營運業績等，如此才能使賣場在開始營運後，容易

塑造整體之形象，也才能創造高服務績效之賣場。 

(四) 賣場關係品質與商店關係品質之相關性 

由研究結果指出，若顧客對賣場之信賴程度與滿意度高，則顧客對商店之

信賴程度與滿意度亦高。此意謂著賣場關係品質與顧客關係品質有相關性存

在。所以，賣場亦需與商店共同合作，藉由一些訓練課程或者活動之合作，使

得顧客對商店之關係品質提高，如此一來，顧客對賣場之關係品質亦會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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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意涵 

本研究主要探討賣場與商店之服務品質、關係品質及顧客之涉入程度等各

構面之間的關聯性，這對 B2C 關係行銷之研究領域而言，一方面建構了一個

完整的理論模型，另一方面特別考量到消費者(顧客)之特性(涉入程度)對關係

管理的影響。根據本研究的各項結論與研究發現，可歸納出下列數點的管理意

涵： 

1.不論賣場與商店，顧客所認知的服務品質皆會影響顧客與賣場或商店之間關

係的良窳，因此若組織想要與顧客建立與發展良好的關係，則服務品質將是

重要的前提。換句話說，如果企業無法提供卓越的品質，則對於顧客關係的

管理將無法獲得成效。 

2.賣場與內部商店不應僅存在租約關係；賣場應該扶持內部商店成長，改善內

部商店服務品質缺失，才能塑造整體賣場服務品質一致的優良形象；而內部

商店也需配合賣場整體之行銷計畫並與電腦賣場緊密結合，形成生命共同體

的事業夥伴，並透過彼此互相合作以共創雙贏。 

3.即使企業想要與顧客建立關係，但未必每位顧客都想要和公司建立關係。然

而公司應如何判斷究竟那些顧客較有意願與公司發展關係呢?本研究主要以

涉入程度作為顧客關係區隔的工具，這亦是本研究的主要特色之一。研究結

果發現，高涉入的消費者較有意願與公司發展關係，因而其在服務品質對關

係品質的影響作用亦較為顯著。此外，不同涉入類型(如象徵興趣涉入與娛

樂價值涉入)的顧客，在不同的服務品質構面對關係品質會有不同的干擾效

果。因此，企業若能確認出各種不同的顧客區隔，配合關係行銷策略之應用，

將可使公司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用，並有助於提升競爭優勢。 

三、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力圖建構一個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之關係的完整模式，而研究過程

中發現一些有意義的議題，可提供未來研究方向的參考: 

1.本研究僅從顧客之角度出發，探討賣場與內部商店之關係。研究結果指出顧

客對賣場與商店之認知會有相關性；但若從賣場與商店本身之角度出發，探

討兩者之間相互依存之夥伴關係，或許會有一番不同之創見。 

2.本研究僅針對電腦賣場業進行實證研究，對其他服務業的推論能力稍嫌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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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建議後續研究者可針對不同之研究對象，探討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之關

係。 

3.賣場與內部商店之合作關係將如何提高顧客之服務品質與關係品質，亦可作

為後續研究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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