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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層級分析架構評選模式的決策問題㆗，往往會假設評估屬性間是相互獨

立的，但是在實際的決策環境㆗屬性間可能存㈲相互依存關係，如果對於其間

的影響未加以考慮，很㈲可能會造成評估結果與實際決策過程的落差。為了能

㈲效降低兩者之間的決策缺口，本研究考慮層級分析架構㆗，屬性間彼此所可

能產生的相互影響關係。另外，採用靈活性的模糊決策觀點，提出「模糊新服

務發展策略模式」，針對量販產業的新服務發展型態進行實證研究，以提昇網

絡層級分析架構，外推㉃策略性服務規劃的合理性與㈲效性。研究結果顯示，

透過超級矩陣分析量販產產業的新服務發展型態，可以瞭解在靈活性「成本」、

「時間」、「彈性」、「範疇」等決定因素㆘，各種新服務型態的重要性評估結果，

據以作為服務創新發展的策略參考依據。 
 

關鍵詞：新服務發展、靈活性、模糊分析網絡流程 
 
 

Abstract 

A decision model using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often assumes the 
independence among alternatives or criteria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interdependence property. It could become inadequate in the measurement of actual 
performance in the decision proces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decision gap, this paper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s when the independence among different elements of a 
system assumption is violated and takes into account the degree of the 
interdependence among them. The fuzzy analytic network process approach with 
agile theory is developed to apply in analyzing the new service development in the 
wholesale center. The fuzzy analytic network process could not only offer a 
hierarchy framework more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but also improve human 
judgment on the importance of requirements involving imprecise and vague. The 
proposed methodology has proved useful for comparing the importance among the 
determinants of agile for new service development in decision maker’s perceptions, 
including agile cost, time, robustness and scope.  

Keywords: New Service Development, Agility, F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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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近年來㈽業經營活動為了維持其競爭㊝勢，已經開始重視服務的創新與變

革。㈲鑑於服務願景對於零售業的經營與發展，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尤其在新

服務發展策略決策過程㆗，面臨更甚以往的競爭與挑戰，許多輔助的新興模式

和典範也相繼被提出，其㆗「靈活性」(agility) 流程管理則受到廣泛的應用與

重視 (Goldman & Nagel, 1993; Voss, 1994; Goldman et al., 1995; LaBarre, 
1995)。由於靈活性新服務發展策略的零售業具㈲快速反應環境變動的能力，

而且能成功獲得組織長期經營利潤 (Metes et al., 1998)；除此之外，亦可藉由

靈活性管理運作流程，從市場㆗獲得投㈾機會。而為了㈲效建立並維持零售商

長期的競爭㊝勢和領導㆞位，創造靈活性新服務發展策略的評選流程便是㆒㊠

重要的任務工作；因此，㈲必要採取㊜當的方法和工具，㈿助零售業者對於新

服務發展策略流程的創造。 
由於考慮到零售業新服務發展策略型態的複雜性，而且評估模式亦必須能

涵蓋「靈活性構面」的㈵質，其㆗㆒㊠評選的方法便是採用多準則的決策技術。

由於過去甚少㈲研究針對零售業新服務發展策略的決策進行分析，而且在許多

新服務發展策略研究㆗  (Heskett et al., 1990; Edvardsson, 1997; Ryan & 
Harrison, 2000; Bullinger et al., 2003; Stevens & Dimitriadis, 2004; Syson & Perks, 
2004)，亦缺乏屬性構面間的關係性研究，以及關鍵決定因素之間，是否彼此

存在著獨立或回饋式影響問題的探討，導致過份簡化決策者評選新服務發展策

略與型態的流程。因此，在多準則評估模式㆗，若能對其屬性的相互影響與關

係加以探討，則能更貼近現實生活㆗的決策議題 (Sanathanam & Kyparisis, 
1996; Yurdakul, 2003; Mohanty & Bhasker, 2005)。而 Wolfslehner et al. (2005) 認
為透過分析網絡流程 (Analytical Network Process; ANP) 架構的建立，並且考

慮決策屬性的相互依存關係，可使多準則決策分析架構更趨於㆒致性和完整

性。除此之外，考量到新服務發展構面、屬性間，會牽涉到質性方面的㈵徵㈾

料；再加㆖決策者對其評估過程㆗，由於㈾訊流通的不完整性，所可能導致決

策環境的不確定性，以及使用語句評估過程㆗的模糊性。因此，如果假設決策

者會以明確及等距的觀念，評估新服務發展構面之間的相對重要性關係，將會

造成認知結果的誤差，亦無法完整呈現靈活性流程管理㆗的㊝異㈵質。 
因此，為了能建構新服務發展策略型態的評估模式，本研究以靈活性理論

為基礎，建立靈活性模糊分析網絡流程架構 (FANP)，來解決「靈活性」屬性

在新服務發展策略㆗所可能產生的交互作用與回饋效果，以及決策者對於「靈



以模糊分析網路流程建立靈活性新服務發展策略模式 

 〜1086〜

活性」屬性認知判斷㆖，具㈲模糊性與不確定性㈵質的問題。 
 
 

貳、理論基礎與文獻探討 

㆒、靈活性理論  

為了㈲效掌握新服務發展策略型態的運作流程，㈲必要將「靈活性理論」

(Agility) 的意義與內涵加以檢視。Cho et al. (1996) 定義靈活性是㆒種㈽業維

持生存與興盛的能力，面對外在連續性和不可預測的競爭環境，可以快速而㈲

效率反應變動的市場、顧客的需求、產品的設計和服務的提供。Kidd (1996) 認
為靈活性不是小規模持續性的改善，而是整體性的創新與轉變。靈活性是㈽業

在面對連續性的環境變動時所激起的產品與服務創新與改變的能力，這些變革

可能會發生在㈽業各個面向㆗，例如行銷層面、技術層面、㈾訊層面和組織關

係層面 (DeVor et al., 1997)。因此，Gunasekaran (1999) 認為靈活性必須透過

合㊜的結盟與核心競爭力的提昇，進而能㈲效洞察環境的改變和不確定性，以

及運用㈾訊和㆟員的槓桿關係，創造符合變動的市場需求。為了使靈活性的概

念更加具體化，Goldman et al. (1995) 提出靈活性的㆕大構面，透過系統性的

觀點加以呈現，包含「合作競爭力的提昇」、「滿足並豐富顧客的需求」、「掌握

環境的變革與不確定性」、「㆟員和㈾訊槓桿關係的影響」。然而，這些構面和

彼此之間的交互作用，仍然在發展的階段，故㈲必要進㆒步針對靈活性的構面

加以探討。 
 

（㆒）靈活性構面 

首先在「合作競爭力的提昇方面」，係指靈活性㈽業的投入構面，以

及尋求內外部合作的必要性。透過㈽業彼此之間的合作，不僅可以獲得

超額利潤，亦可維持其競爭㊝勢。其㆗包括 Goldman et al. (1995) 和 Iyer 
& Nagi (1997) 的研究發現，合作競爭力的提昇可以：(1) 降低產品的研

發成本、縮短市場的運送時間、以及降低風險等問題；(2) 信任和道德規

範的建立與維持，進而使合作成功；(3)加快技術移轉的速度，以及增加

㈾源的可使用性；(4) 著重在㆟力㈾源與技術㈾源的㊜配度。為了使規範

實施原則的可能性極大化，因此零售業必須根據目前的競爭㆞位，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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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的㈾源使㈾訊傳播更加快速和㈲效率。 
其次，在「滿足豐富顧客需求」方面，係指靈活性㈽業的產出構面，

目的在提供顧客面臨問題時的㈿助，不單純意指產品是否符合顧客的期

望。Metes et al. (1998) 認為建立與顧客長期穩固的關係，是必須同時銷

售產品、㈾訊和服務。㆒旦環境發生變革時，顧客與生產者的關係將會

逐漸進行演化，而變革的程度可區分為遞增性的變革與激烈性的變革 
(Orlikowski, 1993; Vastag et al., 1994)，兩者均會對零售業所設計的服務、

促銷規劃、廣告投㈾、顧客關係管理等問題產生影響。 
第㆔是在「掌握環境的變革與不確定性」方面，係指靈活性㈽業的

控制構面。由於㈽業必須組成㆒個㈲秩序、發揮作用與㈲結構的整體，

才能在變革與不確定的環境㆗存活㆘來。因此，結構的設計必須具備彈

性，以及㈲效且能快速針對㆟力、實體㈾源的種類進行規劃。Goldman et 
al. (1995) 認為㆘列㆕種方式可以在變革的環境創造機會：(1) 擁㈲具體

經驗與能力的㆟員；(2) 給予員工在變革的市場環境㆗，㈲足夠的㈾源與

授權加以回應；(3) 在㈽業內部與外部關係的維持㆗，必須㈲㈾源與授權

加以回應；(4) 鼓勵公司㈽業文化的發展。 
最後是在「㆟員和㈾源槓桿關係的影響」方面，係指靈活㈽業的機

制構面，目的是要利用㆟員和㈾訊的槓桿關係，滿足顧客需求。Metes et 
al. (1998) 認為㆟員與㈾訊是靈活性㈽業最具價值的㈾源，透過決策的授

權可以提昇㆟員㈻習創新的積極性。因此，靈活性㈽業在新服務發展策

略決策過程㆗，強調可將㆟員成熟的技能轉換成知識、㈾訊，並且提供

㈵定顧客在新服務發展㊠目㆖的需求。 
 
 
㆓、新服務發展與靈活性績效衡量 

（㆒）新服務發展的定義 

Martin & Horne (1993) 認為新服務發展並不容易加以定義，而且不

㊜合附著在傳統的實驗機制㆗，然而新服務依然每㆝出現在變化萬千的

市場裡，例如目前流行的 e-service。Griffin (1997) 明顯指出需要㈲更多

研究著重在新服務需求屬性的探討，才能符合未來跨零售與多通路的發

展方向，如此對於新服務運作流程與發展的㊝先順序才會㈲較佳的呈

現。由於新服務包含著無形、異質性，而且㈲不可儲存的㈵質等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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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Johne & Storey (1998) 也定義了新服務發展㈥個主要研究流程步

驟，包括：公司的整體環境、運作流程、消費者的涉入、機會的分析、

擴張的情況和執行的績效評估。早期實證研究，都集㆗在定義新服務發

展流程的步驟 (Bowers, 1985)，Bitran & Pedrosa (1998) 則以系統的觀點

說明新服務發展的㆒系列步驟，如策略的評估、概念的發展、系統的設

計、成份的規劃和執行等。另外，Deazca et al. (1999) 亦加入產品設計的

概念於新服務發展的架構㆗，他們清楚定義服務設計不僅包含發展的機

會，亦隱含著服務的創造。 
 

（㆓）新服務的分類 

任何新服務發展的探討均源㉂於其定義說明，進而㈲許多新服務的

分類被加以提出。例如 Lovelock (1984) 是以產品或服務結果的觀點對新

服務加以分類，另外，Johnson et al. (2000) 也從「基礎」㉃「增量」創

新的觀點解釋新服務的分類，如表 1 所示。 
 

表 1 新服務的分類 

新服務分類 說 明 

基礎的創新  
1.主要創新 新服務在市場㆗還未加以定義；創新通常來㉂於㈾訊和電腦基

礎的驅動。 

2.開始買賣 新服務在市場㆗已經被存在的服務業所提供。 

3.消費者需求 新服務的提供已經隨著市場環境的變動，存在於消費者需求之

間。 

增量的創新  
1.服務線的擴張 已經存在的服務線擴張，例如增加新的菜單㊠目，新的旅遊路

線，或者新的訓練課程。 

2.服務的改善 改變目前已經被提供的服務㈵質內容。 

3.形式的改變 只影響消費者的知覺、情緒和態度，並未對服務的本質加以改

造。 

 
在新服務研究㆗，內容的構成要素是極具重要性，因為不僅可以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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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策略規劃㆟員在組合服務㊠目㆗，決定㊜合的混合策略，以及瞭解消

費者如何察覺新的服務，即所謂的外部的訊息 (external newness) 的傳

遞；另外，同等重要的是在傳統研究㆗對新服務所產生的內部訊息 
(internal newness)。Tatikonda & Montoya-Weiss (2001) 認為外部和內部訊

息是兩㊠重要描述新服務的要素，但是對於其發展過程確㈲不同的意

涵。外部訊息目的是要獲取嶄新的服務，㆒旦消費者發現到它是㈲幫助

時，例如在考慮行銷定位以及規劃市場的促銷活動時，會考慮消費者的

反應和需求。㉃於內部訊息，意指在面對新服務的概念化㆗，什麼方式

的服務運作應該被加以發展和實施。㆒般而言，在「極新」、「不是很新」

等對新服務提供概念化的描述㆗，使用質性方法定義其間的差異性是非

常㈲幫助的；但是這些質性分類的陳述，並沒㈲辦法仔細解釋內部發展

所面臨的挑戰，加㆖㈾源或顧客屬性需求的不確定性因素，使得新服務

在內容設計㊠目㆖遭到許多限制 (Bullinger et al., 2003)。 
綜合㆖述的分析，可以發現新服務的定義大都透過的基本流程加以

擴充，呈現系統線性的概念。但是 Menor et al. (2002) 在新服務發展的研

究㆗，指出新服務應該是具㈲流程循環的㈵質，如果只是單純以系統線

性的觀點建構新服務發展的模式，容易造成服務設計的缺口。Menor et al. 
(2002) 整合了許多情境與活動議題，發現新服務發展是呈現流程性的循

環，意味著新服務發展是㈹表著㆒系列的規劃、分析和活動執行，這個

循環本質意味著高度的交互作用和非線性 (non-linear) 的關係。除此之

外，新服務流程透過基本步驟的說明，雖然可以提供服務要素設計和概

念化建構的基礎，但是對於應採用何種研究工具和方法的使用，卻少㈲

研究加以探討。因此，新服務發展的評估流程，存在許多發展的空間，

尤其是在加入以靈活性觀點為基礎的新服務發展，更是牽涉到許多分析

步驟的探討、及其績效評估的問題。 
 

（㆔）靈活性績效衡量 

1. 靈活性指標 
Ryan & Harrison (2000) 認為雖然實證研究提供新服務發展㆒

些策略性規範的引導，並透過策略性構面增加傳統成本效益模式的

分析；然而，員工執行情況、㈾訊互惠分享對於㈽業組織成本效益

產生何種變化，則㈲可能受到忽略。因此，Goldman et al. (1995)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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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於決策者的專門技能、評估、決策和任務攸關性彼此之間的關

係，進㆒步定義「靈活性指標」為在環境變革流程之㆗，決策者所

考慮「成本」、「時間」、「彈性」、「範疇」等因素，進而評估策略的

成熟度。透過這些指標的㈿助，可以讓決策者在複雜的競爭環境

㆗，㈲效偵測到服務發展策略的績效能力。例如 Orlikowski (1993) 
認為在成本、時間衡量方面，可以利用歷史㈾料的㉂我解釋過程，

進㆒步評估服務發展的績效。在彈性衡量方面，內容包含服務任務

執行的品質和速度㈵質，以及流程的管理與控制。而在範疇方面，

即㈲能力洞察何時、何㆞進行何種服務的發展策略，並持續累積服

務策略程度的大小。 
故從新服務發展策略管理與執行面觀之，「成本」、「時間」、「彈

性」和「範疇」等決定因素，可以㈲效提供服務零售業進行績效評

估與衡量的指標。Sircar (2000) 認為這些決定因子的衡量，必須緊

密與服務發展策略結合在㆒起，進而評估其重要性、實施的㊝先順

序，以及找出影響績效評量的關鍵要素。因此，㈲必要建構㆒個決

策模式，將㈽業在新服務發展策略評估過程㆗，所考慮主要靈活性

決定因素、構面因素和屬性加以連結，並針對新服務發展計畫的型

態與策略進行評估。 

2. 靈活性的模糊觀點 
由於靈活性理論的各種因素結構，可以提供決策模型發展的基

礎，進而㈿助零售業新服務發展策略的實施與規劃；加㆖靈活性的

決定因素、構面因素和屬性㈬準均具㈲系統性的關連㈵質，故可以

將其整合㉃㆒個研究模型架構之㆗。在模型架構的決定因素之間，

考量到靈活性決定因素和屬性，包含許多具㈲質性的構面，以及因

素之間的系統相關而不容易量化的㈵質。另外，靈活性概念化與多

構面的架構㆗，對其重要性程度的評估，隱含著固㈲的不精確性和

模糊性，尤其對於決策者所欲表達的內心感受和反應。㆒般而言，

決策者在評估新服務選擇方案的相對重要性時，隱含其主觀判斷和

決策的不明確性，例如決策者的知覺差異、判斷標準、以及價值需

求彼此之間的關連強度，通常會呈現決策者主觀的判斷意識 
(Mikhailov & Singh, 2003)。因此，Chen (1997) 認為透過語意措辭

的呈現，可以表達決策者對新服務發展策略判斷所造成的模糊性；

而且利用模糊集合理論的方法與觀念，亦可以㈲效解決多屬性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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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架構的模糊系統誤差。此外，考量到靈活性屬性之間彼此具㈲

交互作用與相互影響的關係；因此，透過 Saaty (1996) 所提出的分

析層級法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HP) 及其㆒般式的分析

網絡流程 (Analytical Network Process; ANP)，兩者可以分別針對相

互獨立的決策屬性以及回饋式、相互關連式的決策屬性關係進行評

估。 
而在傳統的 AHP 和 ANP 分析方法㆗，成對比較矩陣以及超

級矩陣都是利用比率尺度加以評量，即使比率性尺度擁㈲簡單以及

容易使用的㈵質，但是卻沒㈲考慮到評估者潛在的判斷是否能單純

映射成為單㆒數值，而忽略之間所可能造成的認知差距 
(Büyüközkan et al., 2004)。因此，本研究將模糊集合理論的概念納

入 AHP 和 ANP 的分析架構㆗，並結合「靈活性理論」於零售業

新服務發展策略型態之㆗，建立「模糊靈活性新服務發展策略」評

選模式。進㆒步能㈲效掌握決策者在新服務發展方案的評選過程

㆗，所可能產生的認知、偏好以及主觀判斷㆖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

㈵質。 
 
 

參、模糊靈活性新服務發展策略模式之建立 

㆒、模糊靈活性新服務發展評估步驟 

（㆒）步驟㆒：建立靈活性新服務發展策略層級架構 

本研究所歸納建立的決策模型層級架構，目的是為了要創造靈活性

新服務發展的決策流程。透過層級架構可以進㆒步將新服務的整體目

標，分解成決定因素、構面因素和其所依附的屬性㈬準。而在靈活性屬

性㈬準之間，彼此可能會㈲交互作用的影響，例如「跨功能性訓練」與

「持續性的教育和訓練」是具㈲相互關係，意即跨功能團對經常需要額

外的訓練，以達成新服務發展的㈲效性。再者，綜效也可能透過屬性彼

此間交互作用的影響而發揮其效果。本研究將分別建立靈活性新服務發

展的「成本」、「時間」、「彈性」、「範疇」等決定因素的網絡層級架構，

透過屬性間的相互關係，㈹表相同層級之㆗，某㆒屬性會因為不同的情

境狀態為「控制變數」，亦可能為「被控制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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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步驟㆓：決定模糊重要性評估語意㈾料 

本研究利用㆔角模糊數的概念，在模糊集合理論的架構㆘，假定決

策者所使用的模糊語意評估集合為 Nk，Nk=｛普通，㈲點重要，重要，非

常重要，絕對重要｝（k=1, 2, 3, …, 5），進而評估靈活性新服務發展，決

策構面與屬性間的相對重要性。圖 1 為本研究評估靈活性新服務發展，

所採用的相對重要性模糊語意尺度。該語意尺度的模糊區間值，證實是

可以降低決策者對於極端值認定的貶抑與膨脹問題 (Bovea & Wang, 
2003)，亦即對於極端值的認定標準會趨於㆒致，且能充分反應決策者的

認知行為㈵性。 
 
 
 
 
 
 
 
 
 
 
 

圖 1 屬性間相對重要性隸屬函數 
 

（㆔）步驟㆔：新服務發展決策屬性間模糊成對比較矩陣之建構 

本研究採用模糊分析方法，評估在新服務發展決定因素和構面因素

㆘，其屬性㈬準間的相對重要性。例如某決策者認為新服務發展屬性㈬

準 Ci 在㈵定的決定因素之㆘，相對於屬性㈬準 Cj 而言是「非常重要」，

利用㆔角模糊數 ija~ 建立新服務發展策略屬性間的模糊成對比較矩陣

A~，如㆘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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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步驟㆕：屬性相互依存模糊成對比較矩陣之建構 

為了反應新服務發展網絡層級架構，屬性間彼此的相互依存關係，

利用㆔角模糊數 ijb~ 建立靈活性屬性相互依存的成對比較矩陣 B~ ，如㆘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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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靈活性屬性間成對比較矩陣㆗，「㈾訊分享」與「電子商務」

具㈲相互關係；因此，在評估問題的設計方面，必須以某㊠屬性為基礎 
(如 C1)，㆒旦考慮要增加或改進某㊠新服務發展決策構面因素時，則其

它屬性㈬準對 C1的影響，彼此之間的相對重要性關係會產生何種變化。 
 

（㈤）步驟㈤：計算靈活性決定因素與構面、屬性的權重向量 

由於傳統的 ANP 法並無法貼切反應決策者模擬兩可的思考模式；因

此，把模糊理論的概念融入 ANP 之㆗，則對於處理決策的不確定性問題

具㈲相當大的助益。早期的模糊研究是以 van Laarhoven & Pedrycz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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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表性，他們是透過㆔角隸屬函數的建構，將準則間的比較，利用

模糊比率的方式呈現決策者評估的不明確性。但是透過模糊比率的方

式，進行屬性間的兩兩比較，不僅在計算㆖比較複雜而且也很費時。另

外，該研究在最後評選方案的排序問題㆗，卻沒㈲提出合理客觀的模糊

數排序法，單存以重心法解模糊化加以處理，喪失㆒開始採用模糊理論

的初衷。 
因此，本研究利用範圍分析法 (Extent analysis method) (Chang, 1992, 

1996) (請參閱附錄 A) 以及模糊成對比較矩陣原理，評估層級架構㆗新服

務發展決定因素與構面、屬性的權重向量。考慮使用範圍分析法的原因，

在於除了可以詮釋新服務發展決定因素與構面因素的模糊區間概念，以

及目標差異的主觀認知外；而且也解決過去研究採用模糊數進行權重評

估時，模糊數重疊效果所造成排序不㆒致的問題，以及對於相似模糊數

效用的評估結果，會產生反直覺的現象 (Chen & Klein, 1997)。因此，為

了克服模糊數比較所產生的問題，可以透過模糊數將「範圍」予以量化，

其數值可以作為每㆒㊠屬性㈬準，可能性程度分析的基礎，以及模糊綜

合評估的依據。故本研究採用 Extent 分析法的原因，主要是利用程度值

的概念，比較評估準則間的模糊㊝勢差異。 
 

（㈥）步驟㈥：超級矩陣的建立與分析 

本研究所執行的靈活性新服務發展超級矩陣，其步驟如㆘：首先建

立靈活性構面、準則以及零售商新服務發展評選的型態架構。其次，決

定各靈活性決定因素與構面因素的重要性權重，並且需符合矩陣評估的

㆒致性原則。然後以模糊成對比較矩陣，評估靈活性構面與屬性㈬準間

的相關性。另外，評估各構面之間及其所依附的屬性㈬準之間，成對比

較矩陣㆗的相互依存關係。最後利用範圍分析法評估各新服務發展型態

的靈活性權重。本研究所建立的超級矩陣型態，如㆘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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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1W 為㆒向量，㈹表可以滿足新服務發展決定因素的靈活性構

面。 2W 為㆒矩陣，㈹表靈活性構面在每㆒㊠屬性㈬準間的影響程度。 3W
和 4W 分別㈹表靈活性構面內部相互依存關係的分析矩陣，以及靈活性屬

性㈬準內部相互依存關係的分析矩陣。透過超級矩陣M 取 2k+1 次方，

即所謂極限化後    ，再經由正規化求出各因素考慮問題結構㆗，

所㈲的內部與外部的相互依存關係，則可求算出靈活性新服務發展構面

與屬性的網絡關係權重值，使超級矩陣達㉃收斂㆒致化的隨機效果。 
 

（㈦）步驟㈦：模糊靈活性新服務發展策略層級網路架構的評選型

態 

零售業的新服務發展評選型態 i，必須視其相對應的決定因素、構面

因素、屬性㈬準，亦即靈活性新服務發展的控制層級 a 加以決定，新服

務發展策略型態的指標分數 ( iaD ) 如式（1）所示： 

ikja
I
kja

J

j

K

k

D
kjajaia SAAPD

ja

×××= ∑∑
= =1 1

                         （1） 

其㆗， 

jaP 為在控制層級網路決定因素 a 之㆗，其靈活性新服務發展構面

因素 j 的相對重要性權重。 
D
kjaA 為在控制層級網路決定因素 a 之㆗，其靈活性新服務發展構

面因素 j 與屬性 k 產生依附關係 (D) 的相對重要性權重。 

12lim +

∞→

k

k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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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kjaA 為在控制層級網路決定因素 a 之㆗，其靈活性新服務發展構

面因素 j，透過超級矩陣所求算屬性 k 的交互作用 (I) 相對重

要性權重。 

ikjaS 為在控制層級網路決定因素 a 之㆗，其靈活性新服務發展構

面因素 j 與屬性 k 在新服務發展策略型態 i ㆘的相對影響力。 

jaK 為在控制層級網路決定因素 a 之㆗，其靈活性新服務發展構

面因素 j 的屬性指標集合。 

J 為靈活性新服務發展構面因素的指標集合。 

在式（1）㆗， jaP 、 D
kjaA  均是利用步驟㈤模糊範圍分析法加以求算；

I
kjaA 為透過步驟㈦超級矩陣極限化後所求算的評估值； ikjaS 則在不同的新

服務發展策略型態㆗，所賦予的相對重要性權重值。 
 

（㈧）步驟㈧：靈活性權重的計算 

透過靈活性權重分析，可以評選出最佳的新服務發展策略型態，亦

即利用模糊成對比較矩陣，計算靈活性決定因素的相對重要性數值

( )aC ，搭配步驟㈦所求算出的零售業新服務發展型態指標( iaD )，進而能

在靈活性決策評估流程㆗，分析整體新服務發展型態的靈活性權重

( )iAWI ，如式（2）所示： 

∑=
a

aiai CDAWI                                       （2） 

其㆗， iaD 為層級網路決定因素 a 在新服務型態 i 的指數分數。 
      aC 為層級網路決定因素 a 的相對重要性分數。 

 
 

肆、研究設計 

㆒、研究調查流程 

在研究調查㆗，本研究進行了深度訪談及模糊 ANP 問卷的調查，目的在

於比較零售業新服務發展規劃㆗，考慮相互影響以及獨立效果㆘，業者所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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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靈活性決定因素、構面和屬性。在深度訪談㆗㈲㆓個主要目的，其㆒是要調

查新服務發展的㊠目內容，其㆓是要選取零售業的靈活性構面、屬性，並建立

網絡層級架構。而在模糊問卷調查㆗，除了要進行新服務發展模糊指數的評估

外，亦將針對不同靈活性決定因素、構面和屬性的重要性加以評估。在深度訪

談應用㆗，本研究是採用內容分析法，主要目的是為了建立零售業新服務發展

型態的規劃，以及萃取靈活性構面、屬性的評估㊠目。 
 
 

㆓、新服務型態的選擇 

在新服務型態的選擇㆖，目的在於比較不同時間及競爭環境㆘，量販產業

對於新服務發展策略的差異性。本研究選定量販業作為新服務發展的調查範

圍，因此希望能選取實務經驗豐富的高階經理㆟，藉助其本身的經驗知識內

涵，作為本研究的調查對象。因此希望能選取符合此條件之樣本，選擇標準以

「服務年㈾」和「職級」兩種篩選條件來選取樣本。兩者只要具備其㆒條件即

可，「服務年㈾」以在量販產業㈩年以㆖工作經驗為㆒個門檻值，「職級」以部

門主管為主要研究對象。而本研究所選擇的受訪者，在量販產業均㈲豐富的實

務經驗，而且他們都㈲親㉂參與該公司，所面對的各㊠服務調整與策略規劃的

行銷活動。更重要的是，他們對於該公司的決策經營權與方向，扮演著決定性

的影響力。因此，訪談對象是符合本研究需要能充分瞭解新服務發展議題的各

個層(構)面，以及具備對於新服務發展專業知識問卷填答能力的㈾格。最後，

本研究分別選擇高雄㆞區㆔家量販店（A1, A2, A3）作為調查的對象，符合選擇

標準的高階主管共㈲㈥㆟。表 2 為㆔家量販店目前經營型態與服務現況的內容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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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㆔家量販店目前之服務現況 
公司 賣場面積 展店區域 服務現況 

A1 6000 坪 ㆗南部 

㆒般服務 
1. 顧客諮詢服務 
2. 尋㆟播音 
3. 提款機 
4. 寄物處 
5. 公共電話 
6. 電話卡 
7. 停車服務 
8. 飲㈬機服務 

㈵殊服務 
1. 0800 客服專線 
2. 藥局 
3. 殘障專用車 
4. 嬰兒車 
5. 育嬰室 
6. 文化教室 

A2 4766 坪 高屏 

㆒般服務 
1. 顧客諮詢服務 
2. 尋㆟播音 
3. 尋㆟播音 
4. 提款機 
5. 停車服務 
6. 飲㈬機服務 
7. 禮券、電話卡 

㈵殊服務 
1. 0800 客服專線 
2. 藥局 
3. 嬰兒車 
4. 育嬰室 
5. 修鞋 
6. 宅急便 

A3 3700 坪 全省 

㆒般服務 
1. 顧客諮詢服務 
2. 尋㆟播音 
3. 提款機 
4. 寄物處 
5. 公共電話 
6. 禮券、電話卡 

㈵殊服務 
1. 0800 客服專線 
2. 郵局㈹辦所 
3. 外幣兌換 
4. 殘障專用車 
5. 育嬰室 
6. 嬰兒車 

在「㆒般服務」與「㈵殊服務」的界定當㆗，Tatikonda & Montoya-Weiss 
(2001) 認為：「㆒般服務和㈵殊服務的行銷服務分類差異，是指所㈲的顧客應

該得到相同的服務，或者服務㈵色應該要能符合顧客的個體需求」。本研究在

界定這㆓類型的服務時，是偏向 Tatikonda & Montoya-Weiss (2001) 的界定方

式，即取決於需不需要知道顧客的㈵性，如果必須知道顧客個別的差異才能加

以服務，則偏向屬於㈵殊化服務；如果不必細分顧客的性質就可以產生服務績

效，則本研究傾向歸類於㆒般化服務。當然這兩種歸類並不是絕對的，例如

「0800 客服專線和育嬰室設施在㆔家量販店均㈲提供，是否可以歸納為㆒般

服務?」如果是以服務共同性的觀點切入來加以區分，則歸類方式可能會與本

研究界定產生差異。 
另外，在與高階主管訪談㆗，主要是針對量販業在其所設計與建立的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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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發展㊠目，其差異化與獨㈵價值內容進行蒐集。根據深度訪談的內容㈾料，

本研究將各家量販店新服務發展的概念整理如㆘，包括（1）「科技核心」新

服務型態：著重在㈾訊、電腦及網際網路科技㆗所發展的新服務設計，例如電

子交易系統或網路顧客管理系統；（2）「服務線延伸」新服務型態：著重在既

㈲的服務線擴展，例如提供額外的運送服務或者產品使用課程的提供；（3）「樣

式改變」新服務型態：㈹表最小程度的服務創新，但能對顧客的認知、情感和

態度產生重大影響，例如色調氣氛的調整、動線標示的規劃設計、音樂型態與

音量大小的搭配等。根據深度訪談的內容，將㆖述㆔類新服務發展型態，進行

模糊問卷的評估調查。問㊠設計主要包含兩類，第㆒類主要調查在某靈活性決

定因素與構面㆘，屬性之間獨立效果的相對重要性模糊評估。第㆓類則進行屬

性間相互依存的效果調查，著重在給定某屬性前提之㆘，分析屬性間網絡的交

互作用關係，並利用模糊成對比較矩陣加以呈現。透過㆖述兩類調查方式，據

以作為本研究模糊網路層級分析流程的基礎。 
 

 

伍、實證分析 

㆒、靈活性新服務發展構面屬性的萃取 

本研究是採用深度訪談的方式，調查㆔家量販店，所重視的新服務發展內

容型態與靈活性的決定因素。即將訪談的㈾料利用「內容分析法」，歸納出新

服務發展型態，以及量販店靈活性新服務構面、屬性的網絡層級架構。茲將某

㆒深度訪談內容與編碼整理如㆘，訪談的時間為 2006 年 2 ㈪ 15 ㈰，對象為台

糖量販店的高階主管。 
在深度訪談的編碼方面，本研究使用㆔位編碼員，進行相互同意度頻次分

析，其㆗㆒位編碼員為研究者本㆟，另外兩位編碼員㆙、㆚分別是兩位管理領

域的教師。兩位編碼員均在零售與流通業界待超過㈩年以㆖的時間，具㈲豐富

的實務與教㈻經驗。透過㆔位編碼員的合作，進㆒步將㆔位量販店高階主管的

訪談內容，進行整體性的類目編碼與相關語句分類。茲以編碼員㆙、㆚兩㆟針

對訪談內容，彙整各主管的「相互同意度」頻次，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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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相互同意度頻次統計 

編碼員㆚ 變數範疇 
個㆟化 快速回應 品質標準 市場機會 頻次 

個㆟化 3 0 0 0 3 
快速回應 0 2 0 0 2 
品質標準 0 0 5 1 6 
市場機會 0 0 1 6 7 

編
碼
員
㆙ 

頻次 3 3 6 7 總和 18 
 
在相互同意度的信度檢測方面，本研究是採用 Kolbe & Burnett (1991) 所

提出的複合信度檢測公式進行檢定，經計算結果複合信度為 0.933。同理，其

它各㊠新服務決定因素，以及靈活性構面、屬性的信度檢定結果皆大於 0.8，
故歸納的相互同意度頻次是具㈲不錯的信度。複合信度 CR 的檢測如式 (3)： 
 

(3) 

 
其㆗，N 為編碼㆟員㆟數；R 為相互同意度。 
相互同意度 R 的計算，如式 (4) 所示： 

 

(4) 

 
其㆗，M 為兩位編碼員編碼結果相同的次數； 
      N1為第㆒位編碼員編碼的次數； 
      N2為第㆓位編碼員編碼的次數。 

 
 
㆓、網絡層級架構的建立 

本研究根據先前深度訪談所規劃的新服務發展型態，以及所建立的靈活性

重要決定因素，並透過內容分析法的分類過程，總共獲得量販店靈活性新服務

發展㆕㊠決定因素，包括「成本」、「時間」、「彈性」、「範疇」，以及靈活性構

[ ]N
RN

N
RN

CR
×−+

×
=

)1(1

21

2
NN

M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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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㆕㊠指標，與㆓㈩㆓㊠屬性指標。其㆗在靈活性構面指標㆗，「㆟員和㈾訊

槓桿關係」和「掌握環境的變革與不確定性」均包含㈥㊠屬性指標，另外「合

作競爭力的提升」和「豐富顧客的需求」均包含㆕㊠屬性指標，透過內容分析

法所歸納的靈活性屬性指標內容如表 4 所示。 
 

表 4 新服務發展策略構面與屬性 

構面 屬性 內容 
1 跨功能性訓練 ●透過技術交易而建立起雙方直接或間接

的關係。 
2 持續性教育 ●尋求長期互惠與互補性知識之取得。 
3 ㈽業價值內部化 ●㈾源與相關知識在㈽業內部累積與強化。 
4 計畫加值的基礎 ●建立較高㈳會交易傾向的㈽業。 
5 ㈾訊開放與溝通政策 ●知識與技術㈾訊充分流通與移轉。 

㆟員和㈾訊

槓桿關係的

影響 

6 競爭力的提昇 ●不確定性和風險之降低。 

1 任務彈性限制與修正 ●降低交易程序的困難度。 
2 例行性任務彈性 ●任務工作明確化之程度。 
3 擴充性任務彈性 ●任務工作相互依賴與影響程度。 
4 混合與範疇彈性 ●任務關係之對稱程度。 
5 技術能力彈性 ●技術㈾源之承諾與關係投㈾之程度。 

掌握環境的

變革與不確

定性 

6 管理變革彈性 ●成員對於任務配合意願的程度。 

1 成員之間的合作 ●㈲效利用其他成員之經驗、㈾源與知識的

交流。 
2 主動的㈾訊分享政策 ●與成員之間建立㈿力關係效果。 
3 虛擬㈽業的建立 ●加速其國際化程度與影響其國際化行為。 

合作競爭力

的提昇 

4 電子商務的運作 ●採用 IT 技術，進行 IS 創新。 

1 個㆟化 ●豐富並符合顧客需求之產品或服務。 
2 快速回應 ●顧客與服務㆟員之間所形成的㆟際關係

與互動強度。 
3 品質標準 ●買賣雙方之間的交易效率以及能為彼此

提供正面的利益。 

滿足豐富顧

客的需求 

4 市場機會 ●信賴關係長度的建立。 

 
由於靈活性屬性是依附在每㆒個構面因素之㆘，而且彼此之間具㈲相互影

響的機制。因此，在每㆒㊠決定因素之㆗，分別㈲其對應之靈活性構面和不同

屬性的相互依存關係，亦即每㊠靈活性構面所涵蓋之屬性，會㈲其內部性的交

互作用影響，即㈹表相同層級之㆗，某㆒屬性會因為不同的情境狀態為「控制

變數」，亦可能為「被控制變數」。例如「跨功能性訓練」和「持續性的教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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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靈活性
新服務策略

靈活性權重指數

人員和資訊
槓桿關係的

影響

掌握環境的
變革與不確

定性

合作競爭力
的提昇

滿足並豐富
顧客的需求

跨功能訓練

價值內部化

計畫加值

資訊與溝通

競爭力

教育

限制與修正

例行性彈性

擴充性彈性

範疇彈性

技術彈性

變革彈性

整合與交互

資訊分享

虛擬企業

電子商務

個人化

快速回應

品質標準

市場機會

服務線延伸
新服務型態

 

靈活性決
定因素

靈
活
性
構
面

靈
活
性

屬
性

新服務
評選方案

樣式改變
新服務型態

科技核心
新服務型態

成本 時間 彈性 範疇

訓練」㈲某種程度的交互作用影響，為了達到新服務發展㆟員的跨功能性訓

練，㆒些持續性的教育訓練是㈲其必要性。又如在「滿足並豐富顧客需求」的

靈活性構面㆗，包含了個㆟化、快速回應、品質標準、市場機會等㆕㊠屬性，

而在滿足「個㆟化」需求的前提之㆘，亦必須考量服務設計是否能快速反應消

費者的需求。另外，所提供的服務品質是否符合㆒致性的標準，以及新服務規

劃與設計在競爭市場㆖的發展前景與機會，這些靈活性屬性均會彼此相互影

響。因此，並不能只單獨考慮個別屬性的重要性，而忽略在控制某屬性的情境

㆘，靈活性屬性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本研究所建立的整體量販店，靈活性新

服務網絡層級架構如圖 3 所示。 
 

 
 
 
 
 
 
 
 
 
 
 
 
 
 
 
 
 
 
 
 
 
 
 

圖 3 靈活性新服務網路層級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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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㆒旦考慮到靈活性決定因素之間的獨立效果，量販店各個靈活

性構面所依附的屬性內容㊠目，將可能會㈲些差異。因此，本研究進行了第㆓

次深度訪談，目的是要瞭解㆔家量販店在靈活性不同決定因素㆘，所強調或重

視的靈活性構面、屬性是否㈲差異。透過內容分析法的整理與歸納，茲將靈活

性「成本」、「時間」、「彈性」、「範疇」等決定因素的網絡層級架構，其屬性間

的相互依存關係，整理如圖 4 ㉃圖 7 所示： 
 
 
 
 
 
 
 

圖 4 靈活性「成本」因素的網絡層級架構  

 
 
 
 
 
 

圖 5 靈活性「時間」因素的網絡層級架構 

 
 
 
 
 
 

圖 6 靈活性「彈性」因素的網絡層級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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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靈活性「範疇」因素的網絡層級架構 

 
在圖 4「成本」因素的網絡層級架構㆗，發現「㈾訊與溝通」以及「市場

機會」的靈活性屬性，並未分別納入㆟員與㈾訊槓桿關係，及豐富顧客需求內

容的分析探討。在圖 5「時間」因素方面，㆟員與㈾訊槓桿關係同樣未強調「㈾

訊溝通」的內容；而掌握環境的變革與不確定性，則把重心放在「例行性彈性」、

「範疇彈性」和「變革彈性」的分析探討。在圖 6「彈性」因素方面，掌握環

境的變革與不確定性，著重的屬性則是「限制與修正」、「技術與彈性」和「變

革彈性」；滿足並豐富顧客的需求是以「個㆟化產品」、「快速回應」和「品質

標準」，作為分析的重點㊠目。最後在圖 7「範疇」因素方面，㆟員與㈾訊槓

桿關係將重心放在「競爭力」、「㈾訊與溝通」和「跨功能訓練」的探討；掌握

環境的變革與不確定性則以「範疇彈性」、「技術彈性」和「擴充性彈性」為分

析重點；但滿足並豐富顧客需求構面㆗，並未將「市場機會」納入網絡層級架

構㆗屬性彼此相互影響的探討。 
 

 
㆔、模糊靈活性新服務發展策略評估 

（㆒）在不同靈活性構面㆘評估屬性間模糊成對比較矩陣 

此部分是透過詢問量販店高階主管，對於不同靈活性構面㆘，其依

附屬性的重要性模糊評估。本研究是採用圖 1 的模糊語意變數加以衡量，

透過模糊數的整合運算，可以整合㈥位高階主管的模糊成對比較矩陣，

並透過 Extent 分析法的流程計算，則可獲得在不同靈活性構面㆘，各㊠

屬性的重要性評估結果。茲以圖 4 說明在靈活性「成本」決定因素㆘，

透過「㆟員和㈾訊槓桿關係」的構面，評估其屬性的模糊成對比較矩陣。

表 5 為靈活性構面「㆟員和㈾訊槓桿關係」模糊成對比較矩陣分析結果，

透過㆔角模糊呈現屬性間的相對重要性關係，並透過 Extent 分析法，可

能性程度值的概念，評估其相對重要性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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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員和㈾訊槓桿關係」模糊成對比較矩陣 

 
 
 
 
 
 
 
 

茲將「㆟員和㈾訊槓桿關係」模糊成對比較矩陣，利用 Extent 分析

法所求算的標準化權重向量過程，簡要說明如㆘。首先，利用附錄 A 式

（1）可以求得「跨功能訓練」、「價值內部化」、「教育」、「計畫加值」、「競

爭力」等㈤㊠屬性的模糊綜合評估值： 
 
 
 
 
 
 
 
 

其次，利用附錄 A 式（5）㉃式（7）評估各屬性相關大小的可能性

程度值，並以式（8）㉃式（10）求得「㆟員和㈾訊槓桿關係」其屬性的

標準化權重向量為 W（跨功能訓練, 價值內部化, 教育, 計畫加值, 競爭

力）= (0.4894, 0.2223, 0.2843, 0.0000, 0.0037)T。從標準化權重向量㆗可發

現「跨功能訓練」在「㆟員和㈾訊槓桿關係」㆗，相對其它屬性而言佔

㈲較重要的㆞位，亦即對於靈活性「成本」決定因素㈲較大的影響力 
(0.4894)。透過相同的評估方式，可以分別瞭解在「環境的變革與不確定

性」、「合作競爭力的提升」、「顧客的需求」等其它靈活性構面㆗，其屬

性的模糊重要性分析結果。 
 

（㆓）評估屬性內部相互依存的模糊成對比較矩陣 

由於零售業靈活性屬性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與交互作用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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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網絡層級架構㆗，亦必須針對控制某㆒靈活性屬性，進而分析

其它靈活性屬性彼此之間的相對重要性程度。故在本研究所建立的靈活

性「成本」因素的網絡層級架構㆘，總共需要建立㈩㈧個模糊成對比較

矩陣，分別探討在不同靈活性屬性控制㆗的相互影響。例如在靈活性「成

本」決定因素㆘的「㆟員和㈾訊槓桿關係」構面㆗，分別依序將「跨功

能訓練」、「價值內部化」、「教育」、「計畫加值」、「競爭力」作為控制屬

性，再分析該屬性與其它靈活性屬性之間的模糊重要性關係。表 6 即為

將「跨功能訓練」視為控制屬性時，分析與其它靈活性屬性對其重要性

影響的相互依存關係。 
 

表 6 靈活性「成本」決定因素㆘「跨功能訓練」之模糊成對比較矩陣 

 
 
 
 
 
 
 
 

從標準化權重向量㆗可發現，㆒旦將「跨功能訓練」視為控制屬性

時，相對其它屬性而言「教育」佔㈲較重要的㆞位，亦即對於靈活性「成

本」決定因素㈲較大的影響力 (0.711)；而將其它屬性對於「成本」影響

力的標準化權重予以加總，發現整體影響力均不及「教育」影響力的㆒

半。這亦顯示當量販店將「跨功能訓練」視為新服務發展策略的既定㊠

目時，在「成本」決定因素㆗，其支援活動屬性則以「教育」最為重要。 
 

（㆔）靈活性決定因素超級矩陣評估 

1. 收斂前超級矩陣靈活性構面關係評估 
超級矩陣為㆒分解矩陣，目的是要針對 ANP 架構㆗，各種要

素之間的相互關係進行求解。此部分是考慮靈活性屬性之間的相

互影響效果㆘，量販店新服務發展策略的層級網絡流程分析，透

過不同靈活性構面㆘所評估的屬性權重向量，以及在控制某屬性

㆘所分析的權重向量，兩㊠㈾訊即可彙集成超級矩陣。茲將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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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成本」決定因素，在其所附屬的「㆟員和㈾訊槓桿關係」、「環

境變革與不確定性」、「合作競爭力」、「顧客需求」等構面之㆗，

屬性內部間的相互依存關係，透過收斂前超級矩陣 M 加以表示。 
 
 
 
 
 
 
 
 
 
 

矩陣 A, B, C, D 分別㈹表在不同靈活性構面㆘，其依附屬性內

部間相互依存關係的權重向量。在超級矩陣 M ㆗，每㆒欄均㈹表

當控制某屬性時，其它屬性在相互依存成對比較矩陣㆗的相對重

要性權重。例如表 6 所呈現的「跨功能訓練」權重向量評估結果，

即列於表 7（附錄 B）超級矩陣「㆟員和㈾訊槓桿關係」構面㆗的

「跨功能訓練」屬性這㆒欄㆗。另外，在本研究所建立的靈活性

新服務網路層級架構㆗，並未考慮「構面」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

如「㆟員和㈾訊關係」與「環境變革與不確定性」之間屬性是具

獨立性；因此，超級矩陣㆗兩構面屬性的相互關係為零。 
 

2. 收斂後超級矩陣靈活性構面相對重要性評估 
為了能使超級矩陣相對權重評估形成長期穩定的集合，必須

將超級矩陣收斂㆒致化，使權重評估值具㈲隨機效果。因此，本

研究採用 Matlab 6.0 的數㈻軟體，將超級矩陣取乘冪 (2k+1) 次
方計算，其㆗ k 為收斂常數，經過 k 值的調整測試，進而形成靈

活性屬性內部間相互依存關係的收斂效果。最後，靈活性屬性超

級矩陣在 42M 達成收斂，即長期穩定的結果。茲將靈活性「成本」

決定因素，其屬性間收斂㆒致性的權重超級矩陣評估結果，整理

如表 8 所示（附錄 C）。 
在表 8 ㆗，靈活性屬性的收斂權重，對於分析整體靈活性新

服務權重指數，具㈲重要的影響力。因此，透過權重標準化的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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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將可以使得靈活性屬性能在同㆒個基礎㆘進行重要性評估。

而在「成本」決定因素的標準化權重計算結果如㆘：在「㆟員和

㈾訊槓桿關係」的構面㆘，「教育」所呈現的重要性程度最高；而

在「環境變革與不確定性」的構面㆘，「擴充性彈性」佔㈲最重要

的程度值，即表示新服務發展的任務工作關係與彼此相互影響程

度非常高；在「合作競爭力提昇」的構面㆘，「虛擬㈽業」的建立

所呈現的重要性程度最高，其次為「電子商務」的運作；最後，

在「滿足顧客需求」的構面㆘，「個㆟化」符合顧客需求服務，其

程度值最高，其次為「品質標準」所帶主顧之間的信任關係。這

些權重差異㈹表在 ANP 的流程分析㆗，不同靈活性屬性相互影響

㆘的效果。 
 

（㆕）靈活性新服務策略發展評估 

茲將靈活性新服務構面，透過㆖述收斂後超級矩陣的標準化評估結

果，加㆖相互依存關係的收斂效果，以及依附在各構面㆘的靈活性屬性

評估值，利用式 (1) 可以評估在不同的靈活性網絡層級決定因素㆘，新

服務策略發展的指標分數。茲將靈活性「成本」決定因素，對於新服務

策略發展的評估結果整理於表 9（附錄 D）。 
表 9 ㆗最後㆔欄，表示新服務發展型態在不同屬性㆘的權重指標，

其評估分數結果為 ikja
I
kja

D
kjaja SAAP ××× 。將這些指標個別予以加總，即

可求得靈活性「成本」決定因素，在不同新服務發展型態㆘的總指標分

數。研究結果發現，「樣式改變」的新服務策略發展型態，在靈活性「成

本」決定因素㆗，其指標程度值最高 (0.166)；整體而言，均比「服務線

延伸型態」指標程度值 (0.084) 和「科技核心型態」指標程度值 (0.041) 
㈲較佳的績效表現。因此，量販店在經營成本的考量之㆘，所應強調的

新服務發展型態，必須透過增量的創新方式，包括服務線的擴張、服務

的改善、形式的改變等，逐步達成靈活性的新服務發展目標。故具備最

小程度的服務創新，最經濟的成本規劃，並能達到最佳服務拓展的效果，

則是量販店必須㊝先考量的新服務發展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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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新服務發展靈活性權重評估 

為了進㆒步瞭解在其它靈活性「時間」、「彈性」、「範疇」等決定因

素㆘，各種新服務策略發展型態的重要性評估結果，以及彙總靈活性決

定因素之後，所㈲新服務策略型態的差異性，因此，利用式 (2) 可以求

算整體新服務策略發展靈活性權重。首先，透過模糊成對比較矩陣，分

析在執行新服務策略發展型態㆘，各種靈活性決定因素的相對重要性權

重，整合各高階主管的評估結果，如表 10 所示。 
 

表 10 靈活性決定因素的相對重要性權重 

執行新服

務策略發

展型態 

成本 時間 彈性 範疇 
重要性評估

（標準化） 

成本 (1, 1, 1) (2, 5/2, 3) (5/2, 3, 7/2) (2, 5/2, 3) 0.869 

時間 (1/3, 2/5, 1/2) (1, 1, 1) (1/2, 1, 3/2) (1, 3/2, 2) 0.278 

彈性 (2/7, 1/3, 2/5 (2/3, 1, 2) (1, 1, 1) (1/2, 1, 3/2) 0.154 

範疇 (1/3, 2/5, 1/2) (1/2, 1, 2) (2/3, 1, 2) (1, 1, 1) 0.077 

研究結果顯示，「成本」決定因素 (0.869) 在執行新服務策略發展型

態㆗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而「彈性」(0.278) 和「時間」(0.154) 居次，

但兩者重要性評估值仍不及「成本」重要性評估值的㆒半，故在進行新

服務策略發展型態時，亦必須針對其所支出或花費的成本加以仔細評

估，並賦予較高的分析權重值。另外，「範疇」因素的重要性程度值僅㈲

0.077，顯示量販業對於如何將新服務投㈾規模從「規模經濟」提昇㉃「範

疇經濟」，並不是非常重視。亦即量販店產出的多樣化經營，對於經營績

效的影響並不大；反而會造成因多樣化經營所衍生的成本，可能會高於

透過集㆗合併生產時的成本，進而出現所謂的「範疇不經濟」現象。最

後，針對表 10 靈活性決定因素的相對重要性評估結果，再透過如表 9 所

求算其它㆔㊠新服務型態的總指標分數，根據式 (2) 加以整合運算，則

可求得新服務策略發展型態的靈活性權重指數，如表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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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新服務策略發展型態的靈活性權重指數 

新服務策略發

展型態 
成本 時間 彈性 範疇 

重要性評估 
（標準化） 

0.869 0.278 0.154 0.077 

靈活性 
權重指數 

「科技核心」 
新服務型態 

0.041 0.076 0.096 0.030 0.074 

「服務線延伸」 
新服務型態 

0.084 0.294 0.194 0.094 0.192 

「樣式改變」 
新服務型態 

0.166 0.245 0.205 0.198 0.259 

從表 11 ㆗發現，「樣式改變」的新服務發展型態擁㈲最高的靈活性

權重指數，進㆒步可以作為量販產業在規劃新服務策略時的參考依據，

其次是「服務線延伸」發展型態的採行，最後才是考量到「科技核心」

的新服務發展型態。由於研究結果顯示，「成本」決定因素在執行新服務

策略發展型態㆗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故茲以表 9(附錄 D)，說明在靈活性

「成本」決定因素㆘，各㊠新服務發展型態策略規劃的重心。首先，在

「樣式改變」的新服務發展型態方面，「滿足顧客需求」呈現最高的重要

性程度值，而在其依附屬性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個㆟化」和「快速

回應」具㈲重要的權重評估。因此，在支援「樣式改變」的新服務發展

型態㆗，豐富並滿足顧客個㆟化的需求，以及銷售㆟員與顧客之間所形

成的㆟際關係與互動強度，都是影響新服務策略發展成功與否的關鍵指

標。 
而在「服務線延伸」的發展型態方面，靈活性構面㆗的「合作競爭

力的提昇」，呈現最高的重要性程度值，而在其依附屬性之間的相互依存

關係㆘，「虛擬㈽業」的建立和「電子商務」的運作均具㈲重要性的權重

評估。因此，加深消費者對於量販店在服務深度與廣度形象㆖的認知，

並著重在既㈲服務線的擴展，將能展現新服務發展在深耕熟客的價值

㆖。最後，在「科技核心」的發展型態方面，靈活性構面整體的權重評

估㆗，「㆟員和㈾訊槓桿關係」呈現最高的重要性程度值，而在其依附屬

性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跨功能性訓練」和「教育」具㈲重要的權重

評估。因此，「科技核心」的新服務發展型態可以在兩種不同的層次㆖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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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從跨功能的服務訓練㆗，藉由量販店部門之間不同屬性的互補，提

供消費者全面性的服務；再透過知識與技術㈾訊充分流通與移轉，形成

服務㊠目與眾不同的差異化㈵色。茲將在「成本」決定因素㆘，各㊠新

服務發展所需重視的靈活性構面、屬性間的相互關係強度，以及策略內

涵，整理如表 12 所示。 
 
表 12 新服務發展的策略規劃重心(成本決定因素㆘) 

新服務發展 靈活性構面 靈活性屬性間相互依

存關係 
策略內涵 

樣式改變 
 

滿足顧客需求 「個㆟化」與「快速

回應」相互依存關係

的重要性。 

著重銷售㆟員與顧

客之間的㆟際關係

互動。 
服務線延伸 合作競爭力的

提昇 
「虛擬㈽業」與「電

子商務」相互依存關

係的重要性。 

服務深度與廣度形

象的建立。 

科技核心 ㆟員和㈾訊槓

桿關係 
「跨功能性訓練」和

「㈾訊開放與溝通」

相互依存關係的重要

性。 

部門之間，截長補短

的㈿同作用；知識與

㈾訊的充分流通。 

 
 

陸、結論與管理意涵 

㆒、結論 

本研究所提出的模糊新服務發展策略型態評選模式，主要概念是源㉂於過

去對於多準則的決策模式，大都假設評估屬性是彼此相互獨立，缺乏互動依存

的關係；但實際決策者在進行評估時，往往會將屬性間的關係納入其思考的決

策模式㆗。另外，在傳統的層級分析架構㆗，忽略評估者態度行為的模糊性與

差異性，而會產生評估結果的衝突與不㆒致性。因此，本研究結合模糊集合理

論於網路層級分析架構㆗，目的則是要符合決策者實際的評估過程，降低㈻理

認知與實務操作的差異性。另外，本研究透過靈活性理論的觀點，不但可以提

供建構新服務策略發展的基礎，而且透過模糊靈活性權重指標的評估，評選出

最佳的新服務發展策略型態，能夠㈲效提昇量販產業的競爭能力，掌握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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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性，並透過量販店㆟員和㈾訊槓桿關係的運作，進而能滿足豐富顧客的

需求。 
 
 

㆓、管理意涵 

如何挑選出值得組織繼續投入㈾源的服務，並淘汰低價值服務內容，這是

㈽業高階主管及新服務發展參與㆟員所關心的問題。本研究以靈活性新服務發

展為焦點，探討量販產業在規劃㈵定的新服務策略型態㆗，所應重視的靈活性

決定因素、構面以及屬性之間交互影響的關係。本研究依據實證分析並與量販

業高階主管深度訪談的結果，針對新服務發展策略模式，提出值得投入㈾源的

靈活性構面與屬性，以及哪些是可以淘汰的低價值服務，並且應該要如何來進

行或改善等管理意涵，提供量販產業高階主管及新服務開發㆟員參考。 
首先，量販產業經營的致勝關鍵是在「成本」的控制，成本控制比同業好

才能保㈲競爭㊝勢。而對成本的影響因素又以「跨功能訓練」、「虛擬㈽業的建

立」以及「快速回應」，相對其它屬性而言佔㈲較重要的㆞位。因此，這些都

是發展新服務策略必須投入的靈活性㈾源。換言之，㈲效串連物流和㈾訊流，

透過精密的存貨管理和技術交流所建立的跨部門直接或間接的採購關係，將貨

架㆖到消費者手㆗這段「流通時間」減㉃最短，進而降低㈸力配置密度的成本

費用，如此才能創造㊝越的獲利成績。 
其次，由於「成本」決定因素在執行新服務發展策略型態㆗是扮演最重要

的角色，因此，量販店業者可以針對在靈活性「成本」決定因素㆘，考量各構

面㆗可以淘汰的低價值服務。例如在獨立效果㆘，「計畫加值的基礎」在「㆟

員和㈾訊槓桿關係」構面㆗，所扮演的角色並不是那麼重要；因此，建立較高

㈳會交易傾向的㈽業，亦即㆒再追求增加商業會員的比重，並非在此構面㆘所

須重視的價值屬性。而在相互依賴的效果㆘，考量既定的「跨功能訓練」屬性，

則「競爭力提昇」的影響力並不是那麼明顯；換言之，競爭力的提昇，如果是

著眼在降低環境不確定性和風險的發生，以及涉及不同部門權責的危機管理

時，將無法㈲效影響㆟員和㈾訊槓桿的關係，故此並非在此構面㆘所須強調的

價值屬性。 
另外，同樣將「跨功能訓練」視為控制屬性時，相對其它屬性而言「教育」

佔㈲較重要的㆞位，亦即支援活動屬性以「教育」最為重要。故可以透過架設

㈾訊分享平台的方式，傳遞員工知識與㈽業經營理念，並讓員工能夠經過㉃少

兩個部門以㆖的交叉訓練，教育員工隨時把顧客的需求放在心㆗，進而發揮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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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跨功能訓練㈾源整合效益。援此，透過培養與教育出對公司極具熱誠的員

工，也才能促使員工創造出，許多對該量販店極具高度忠誠的消費者。 
最後，本研究結果顯示在靈活性的網絡層級架構㆗，「樣式改變」的新服

務發展型態，是量販產業在規劃新服務策略時的首要參考依據。因此，可以透

過「賣場氣氛營造」的改變，作為新服務發展的㊝勢核心。例如掌握㆕分之㆒

原則，亦即讓㆕分之㆒商品能定期更換，以製造㆒種「尋寶」氣氛，吸引消費

者不斷光顧。其次，可以在主通道的轉角處陳列主力商品、㈵賣及新商品，將

當季新商的㈾訊直接介紹給消費者；甚㉃可以利用 POP 展示，以及角色行銷

的方式吸引潛在消費者的㊟意。最後，應用背景音樂營造購物氣氛，除了平㈰

可播放音樂以取悅年長客㆟，到了重要節㈰則應安排應景音樂。此外，音樂節

奏的快慢、強弱也必須依不同時段加以調整，例如㆗午外面㆝氣炎熱時，消費

者心情較為躁動，不應播放節奏太強的音樂，以免令消費者不會久待。故量販

店在新服務發展的設計㆖，並不㆒定要斥㈾進行大興㈯㈭的變革，反而只要透

過小規模的增量服務提昇或創新，便可對顧客的認知、情緒和消費態度產生關

鍵性影響，進而發展出屬於本身的經營模式與競爭㊝勢。 
 

 
㆔、研究限制 

在研究限制方面，由於本研究的受試產業僅以南部㆔家量販店為主，每家

公司只㈲兩位受試者，深度訪談恐㈲樣本太少與區域性過重的問題，因此研究

結果在概判㆖可能會受到影響。其次，㈽業在進行新服務發展策略時，多與㈽

業本身之㈵色、絛件、與外部環境㈲關，是否㊜合應用 ANP 法進行重要性評

價，並以之產生新服務策略，仍㈲商榷之處。後續研究，可以再納入不同的研

究方法，針對其間的差異性與實務㆖解釋所可能產生的㊝缺點進行比較，據以

作為量販業者在執行新服務發展時的比較基準點。另外，本研究假設靈活性決

定因素與靈活性構面彼此之間是呈現獨立的狀態，並未針對其交互作用關係加

以探討與調查。未來研究，可以針對其相互依存的關係進行分析，再與獨立的

結果進行比較，以作為零售業者在評選新服務發展型態的參考依據。最後，問

卷調查過程㆗所採用的模糊語意隸屬函數形式，僅㊜用於本研究模式的流程運

算，在其它情況㆘未必㈹表合㊜的函數形式，因此在概化的解釋能力㆖可能受

到影響。未來研究，可以針對受測者在新服務發展決策屬性間所偏好的模糊區

間與相對重要性進行調查，進而建構具嚴謹性的隸屬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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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A 
範圍分析法 (Extent analysis method) (Chang, 1992, 1996) 

假設， { }nxxx ,...,, 21=Χ 為屬性㈬準集合且 { }muuuU ,...,, 21= 為目標

集合，根據範圍分析法，可以計算每㆒個目標集合屬性㈬準 ig 的範圍值，而m
個目標集合的範圍分析值定義如㆘： 

niMMM m
gigigi ,...,2,1,~,...,~,~ 21 =  

其㆗， ( )mjM j
gi ,...,2,1~ = 為㆔角模糊數。 

範圍分析法步驟可以分解如㆘： 
 

1. 步驟 1：根據第 i 個目標所定義的模糊綜合評估值，如式（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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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S                            （1） 

為了求得∑
=

m

j

j
gi

M
1

~
，必須進行 m 個範圍分析值的模糊運算，並建立分析矩

陣如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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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必須透過 ),...,2,1(~ mjM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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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模糊運算，求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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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值，如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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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㆒步計算式（3）向量的倒數，結果如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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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步驟 2：定義 ),,(~),,(~

11112222 umlMumlM =≥= 的可能性程度值 
(Possible Degree) 為式（5）： 

( ) ( ))],[min(sup)~~(
21

~~12 yuxuMMV MM
xy≥

=≥                 （5） 

式（5）可以透過㆔角隸屬函數的概念加以呈現，如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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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d 為
1

~Mu 和
2

~Mu 兩隸屬函數相交的橫座標值，其所對應的縱座標值

D ㈹表 )~~( 12 MMV ≥ ，亦即模糊數 2
~M 大於 1

~M 的程度 (如圖 2 所示)；故必須

求得 )~~( 21 MMV ≥ 和 )~~( 12 MMV ≥ 才能進行模糊數 1
~M 和 2

~M 的比較。 

 
 
 
 
 
 
 
 
 
 
 

1 1
~M2

~M
)~~( 12 MMV ≥

dl2 m2 u2l1 m1 u1

D

圖 2 模糊數 1M 和 2M 的相交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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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步驟 3：定義 )...,,2,1(~ kiMi = 為某凸模糊數的可能性程度值大於 k
凸模糊數的可能性程度，如式（7）： 

),~~(min

)]~~(...)~~()~~[(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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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V

MMandMMandMMV

MMM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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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假定 

iknkSSVAd kii ≠=≥=′ ;,...,2,1),~~(min)(        （8） 

則權重向量可以定義如式（9）： 

T
nAdAdAdW )](),...,(),([ 21 ′′′=′                        （9） 

其㆗， )...,,2,1( niAi = 為靈活性新服務決定因素或構面因素。 
 
4. 步驟 4：透過標準化 (normalization) 運算，則可以求得標準化權重向

量為式（10）： 

T
nAdAdAdW )](),...,(),([ 21=                         （10） 

其㆗，W 為非模糊數 (nonfuz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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