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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灣地區因經濟成長使得國民所得提高，並也提升了消費能力與改變了消費型態，吸引許多

國外知名量販店業者陸續投入市場。迄今，台灣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因此量販店皆致力於產品範

圍、有競爭力的價格和服務品質的差異化。然而，由於其在產品、價格與服務的差異不大，使得

衡量服務品質的標準與評比更顯得重要。目前許多行業大多使用Parasuraman et al. (1985, 1988)

所建置的服務品質量表(SERVQUAL)衡量服務品質，但由於東西方國家在消費文化、地域與產業

類別等上的不同，及許多的學者對於SERVQUAL量表存有質疑，因此該服務品質量表無法適用

於台灣的量販業。鑑此，本研究以大潤發為研究個案，建立一個能適合該量販店服務品質量表。 

本研究乃使用Stanworth (2009)研究中的七大構面作為基礎來設計並發放問卷，在進行因素分析

後，再進行問項刪減，如此不僅能消除上述東西方國家在文化與地域上的差異性外，亦可以降低

SERVQUAL量表在特定產業上應用之限制。  

關鍵字：SERVQUAL 量表、零售業、量販業、大潤發、服務品質 

1. 前  言 

台灣在1980年代經濟快速成長，使得人民的所得及消費力日益提高，吸引了國外大型連鎖量

販店業者的注意，進而投入台灣市場(Dawson et al., 2003)。首先於1989年，來自荷蘭萬客隆

(Makro)，以自助式批發倉儲(Cash & Carry)的模式進入台灣，為台灣最早成立的量販店。萬客隆

的成立，使台灣零售業與量販業發展更加迅速，其新穎的消費模式：營業時間長、商品種類齊全、

一次購足的特性，逐漸改變了台灣人的消費型態(Lue and Chen, 2003)。雖然最後萬客隆因為成本

壓力而退出台灣市場，但在台灣除了萬客隆之外，依舊仍有許多國外廠商陸續進入台灣市場，與

本地統一集團合作的家樂福(Carrefour)、COSTCO、大潤發(RT-MART)、特易購(Tesco)與愛買吉

安(Far Eastern AMart)等，加上地方性或較小的零售量販店，如：松青超市、喜美超市、彰化百

貨、頂好與全聯超市。說明了台灣零售與量販產業的百家爭鳴，競爭激烈(流通快訊雜誌社編輯

部，2010a；2010b)。 

大潤發量販店成立於1996年，由台灣本土企業潤泰集團所創立。量販店(Hypermarket)係指結

合超級市場與百貨公司的功能，販賣大量與多樣的雜貨、食品、服飾與日用品，除了提供零售商

以較低的價格舖貨外，也便於一般家庭採購日常生活所需用品。許多大型量販店除了提供雜貨、

食品、服飾與日用品之外，尚有家電電器、電腦3C產品與精品專櫃等項目。 

大潤發量販店在台灣的主要對手為家樂福及愛買吉安，在台灣的發展規模僅次於家樂福。依

據流通快訊雜誌社編輯部2010年12月全台量販店店數統計資料中，家樂福店數60家、大潤發店數

26家、愛買吉安店數17家，截至2011年12月15日止，大潤發量販店全台店數有23家分店

(http://www.rt-mart.com.tw/store.asp?fno=55&no=65)。 

Parasuraman et al. (1985, 1988)所開發的服務品質衡量模式(SERVQUAL)是至今最廣泛且最

被重視的衡量量表。而服務品質的衡量大多以Parasuraman et al. (1988)所提供的服務品質量表為

基礎進行修正。但許多學者研究提出對於SERVQUAL量表的質疑與缺失，對其認知服務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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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間的差距來衡量服務品質的方法提出三個質疑：(1)概念化方面，(2)衡量方法方面，(3)適用

對象方面。其中有學者認為，上述中的爭議係源於SERVQUAL量表無法完全適用於所有的服務

業所致，而建議應依照行業的服務性質及研究的對象建構出適用不同性質產業的服務品質量表 

(Carman, 1990; Babakus and Boller, 1992; Dabholkar et al., 1996；陳啟光等，2007；陳慧英，2004；

李文君，2006；Stanworth, 2009；黃聖茹等，2007；陳威廷等，2010)。依據上述原因，SERVQUAL

量表並不適用於台灣的量販業。 

Stanworth (2009) 以質性深度訪談的方式針對台灣的量販店消費者進行研究，以探討東西方

消費者在消費模式上的差異。由於其對於台灣的消費者有深入的探討，因此其採用的方法相較於

SERVQUAL量表的問卷設計，可消除文化與地域差異所造成構面差異的影響，更能夠貼近於台

灣量販店的消費者。 

2. 文獻探討 

2.1 服務品質量表的發展 

隨著服務品質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在 1980 年代 Parasuraman et al. (1985, 1988)為組織提供一

個服務品質量表 SERVQUAL，並且對於服務品質的定義－「顧客的認知品質與期望品質之差

異」，提出十個缺口(Gap)的服務品質模式，說明了服務品質的形成，其服務品質衡量構面包括：

可靠性 (Reliability)、勝任性 (Competence)、反應性 (Responsiveness)、接近性 (Access)、禮貌

(Courtesy)、溝通性(Communication)、信譽度(Credibility)、安全性(Security)、瞭解(Understanding)

與有形性(Tangibility)的 10 個服務品質構面為基礎，發展出 97 項問題；到了 1988 年，Parasuraman 

et al. (1988)進一步針對美國的電器維修業、銀行業、長途電話公司、證券經紀商以及信用卡中心

等五種服務業進行調查分析後，將服務品質衡量因素簡化成 5 項品質衡量構面：有形性

(Tangibles)、可靠性(Reliability)、反應性(Responsiveness)、保證性(Assurance)以及同理心(Empathy)

與 22 題問項。修正後的服務品質量表，即為 SERVQUAL 量表。本研究將歷年來各學者為服務

品質衡量量表所提出的構面要素整理於表 1。 

  

表 1.服務品質衡量構面 

學者 構面數 構面內容 

Sasser et al. (1987)  七構面 安全性(Security)、一致性(Consistency)、態度

(Attitude)、完整性(Completeness)、環境性

(Condition)、方便性(Availability)與即時性(Timing)  

Gronroos (1984) 二構面 

 

技術品質(Technical Quality)及功能品質

(Functional) 

Lehtinen and 

Lehtinen (1991) 

 

三構面 實體品質(Physical Quality)、公司品質(Corporate 

Quality)及互動品質(Interactive Quality)  

Parasuraman et al. 

(1985) 

十構面 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勝任性、接近性、禮貌、

溝通、信譽度、安全性與了解性 

Parasuraman et al. 

(1988) 

五構面 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保證性與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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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rman et al. 

(1993) 

七構面 

 

能力(Competence)、顧客化(Customization)、敏捷度

(Promptness)、可靠度(Reliability)、禮貌性

(Politeness)、關懷性(Empathy)與相似度(Similarity)  

Rust and Oliver 

(1994) 

三構面 

 

服務產品(Service Product)、服務傳遞(Service 

Delivery)及服務環境(Service Environment)  

Dabbolkar et al., 

(1996) 

五構面 實體形象(Physical Aspect)、可靠性(Reliability)、人

員互動(Personal Interaction)、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以及商店政策(Policy) 

Stanworth (2009) 十七構

面 

親切(Chin Chieh)、顧客協助(Customer 

Assistance)、划算(Value)、熱心(Enthusiasm)、省時

(Saving Shopping Time)、主動(Attentive)、耐心

(Patient)、尊重(Respect)、專業能力(Competent)、

等待時間(Queue Time)、政策與流程(Policy and 

Procedure)、店內環境設計(Store Environment 

Design)、產品品質(Quality of Product )、友善

(Friendly)、服務人員沒空(Access to Staff)、回應能

力( Responsiveness)與強迫推銷(Hard Sell) 

陳威廷等 (2010) 五構面 服務人員的效率與商品資訊更新的效率、顧客的信

賴性、服務人員態度與服務完整性、滿足顧客相關

利益、商品資訊的清晰性與多樣性 

 

2.2  SERVQUAL 量表的缺失與質疑 

SERVQUAL量表是衡量服務品質的一般性工具，可應用在不同的服務性質產業，其在國外

更已擴展至不同的產業，包括金融、行銷及銀行等產業(Parasuraman et al., 1985, 1988; Cronin and 

Taylor, 1992; Howcroft, 1993; Blanchard and Galloway, 1994)。在國 內亦有多位 學者使用

SERVQUAL 量表對各產業進行服務品質研究，如教育、銀行、房屋仲介、大眾運輸、國營事業、

3C電子與金融服務等各產業領域(江義平，2000；曹國雄，1995；李春長，2003；任維廉、胡凱

傑，2001；謝錦堂，1996；徐智韋等，2007；陳桓毅，2008)；詳細SERVQUAL量表的22題問項，

可參考Parasuraman et al., (1988)。 

但許多學者對 Parasuraman et al. (1985, 1988)以認知服務與期望服務間的差距來衡量服務品

質的方法提出三個質疑，包括概念化方面質疑、衡量方法上的質疑及適用對象方面的質疑。 

在概念化方面，Carman (1990)認為無論在理論上或實務上均少見此種以差距來定義服務品

質的方式，在對SERVQUAL量表進行實證研究後發現，其22個問項並不能完全包含所有服務業

所應顯現的服務品質，並且認為SERVQUAL量表的顧客期望與顧客認知資料皆為事後資料，消

費者在使用服務之後可能會不自覺地修改原有的期望，因此建議在SERVQUAL量表問項中的問

句用字應隨不同服務性產業而有所調整。 

衡量方法上的質疑，Carman (1990)認為SERVQUAL在「反應性」構面及「同理心」構面使

用負面問句，容易使受訪者混淆，因此，Parasuraman et al. (1991)將問句全部改為正面性的問句，

以降低受訪者因為題意混淆不清而造成填答不實的情況發生。 

適用對象方面的質疑，Carman (1990)認為在SERVQUAL量表模式中，對於不同性質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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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其衡量問卷項目必須有所增減。 

 

2.3  RSQS 量表 

Parasuraman et al. (1988)將 1985 年所提及的十大服務品質構面，簡化成 5 項品質衡量構面與

22 題問項。日後學者大多以此修正後的 SERVQUAL 量表作為基準，加以修正來衡量服務品質。

SERVQUAL 量表屬於廣義之量表，適用於百貨業、銀行業、證券經紀商或專賣店等同時提供服

務與商品的綜合零售業；然而，SERVQUAL 量表並未被實證能成功應用於其他國家。因此，許

多學者質疑 SERVQUAL 量表，而各自發展出許多不同服務性質的品質衡量量表來使用，就零售

業而言，卻無一套適用於服務品質衡量量表評估其品質。有鑑於此，Dabbolkar et al. (1996)特別

針對綜合商品零售業發展出一套專屬的服務品質量表，稱為 Retail Service Quality Scale (簡稱

RSQS)。RSQS 分為五個構面，分別為實體形象、可靠性、人員互動、問題解決以及商店政策，

5 個構面共 28 個問項的量表；這五個構面與 SERVQUAL 量表有許多相近的地方，但是多了一項

較新的構面「商店政策」與 RSQS 子構面。 

RSQS 量表是以定性研究的方式，透過觀察記錄、深度訪談方式以及對消費者採錄音追蹤紀

錄，藉此找出消費者評估零售業服務品質重要因素。最後再以百貨公司作為實證對象，經過嚴謹

測試，結果發現所得信效度均優於 SERVQUAL 量表。因此，Dabholkar et al. (1996)認為相較於

廣泛使用的 SERVQUAL 量表，RSQS 量表更適用於零售業服務品質的衡量，兩個量表的比較整

理於表 2。 

 

表 2. SERVQUAL 量表與 RSQS 量表的比較 

構    面 
評  量  項  目 

SERVQUAL RSQS RSQS 次構面 

有形性 實體形象 外觀 1.這家商店有現代化的設備與裝潢 

有形性 實體形象 外觀 2.這家商店的設施外觀具有吸引力 

有形性 實體形象 外觀 3.這家商店相關附屬設備具有吸引力 

無 實體形象 外觀 4.這家商店有乾淨方便的公共區 

無 實體形象 方便性 5.這家商店的佈置讓我容易找到想要的商品 

無 實體形象 方便性 6.這家商店的佈置讓我容易行走 

可靠性 可靠性 承諾 7.這家商店對承諾的事能夠達成 

可靠性 可靠性 承諾 8.這家商店能夠準時完成承諾的服務 

可靠性 可靠性 無誤 9.這家商店第一次就能提供完善的服務 

無 可靠性 無誤 10.這家商店在我想要商品時都能供應 

可靠性 可靠性 無誤 11.這家商店的結帳金額正確無誤 

保證性 人員互動 深具信心 12.這家商店員工有足夠專業知識回答我的問

題 

保證性 人員互動 深具信心 13.這家商店的員工能讓我信賴 

保證性 人員互動 深具信心 14.我覺得到這家商店購物很安全 

反應性 人員互動 禮貌/願意協助 15.這家商店員工會明確提醒我何時開始提供

服務 

反應性 人員互動 禮貌/願意協助 16.這家商店的員工會告知顧客何時提供何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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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反應性 人員互動 禮貌/願意協助 17.這家商店的員工不會因忙碌而忽略回應我

的要求 

同理心 人員互動 禮貌/願意協助 18.這家商店會對我特別關照 

保證性 人員互動 禮貌/願意協助 19.這家商店的員工對顧客一向很有禮貌 

無 人員互動 禮貌/願意協助 20.這家商店的員工在接聽電話時很有禮貌 

無 問題解決 無 21.這家商店願意接受商品的退貨 

可靠性 問題解決 無 22.這家商店會很有誠意地處理問題 

無 問題解決 無 23.這家商店的員工能直接立刻處理顧客抱怨 

無 商店政策 無 24.這家商店提供高品質的商品 

無 商店政策 無 25.這家商店提供顧客許多便利的停車空間 

同理心 商店政策 無 26.這家商店的營業時間能配合我的需求 

無 商店政策 無 27.這家商店接受大多數的信用卡購物 

無 商店政策 無 28. 這家商店提供自己的信用卡購物 

資料來源：Dabholkar et al. (1996) 

 

2.4 Stanworth 服務品質量表 

Stanworth (2009)利用關鍵事件法(Critical Incident Technique)，以深度訪談的方式，由受訪者

敘述於購物消費上的滿意與不滿意的經驗，之後再深入探討該事件的原因、具體情況、顧客如何

與客服人員客訴、如何處理才會讓顧客感到滿意等。抽樣方式與對象則採滾雪球抽樣與台灣地區

的量販店消費者為主，消除文化與地域上的問題，最後在所得到的事件中，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

最終共有 17 個主構面，5 個滿意(Satisfying)構面，7 個不滿意(Dissatisfying)構面，另有 5 個滿意

與不滿意構面(Dis)satisfying，其結果整理如表 3。 

 

表 3.Stanworth (2009)的服務品質衡量量表構面 

主構面 
Satisfying/ 

Dissatisfying 
次構面 說明 

1. 親切 

Satisfying 

warm behaviors, offering 

customer help, and sense 

of closeness 

令人感到溫暖與親近

的態度與行為 

2. 顧客協助 

Satisfying 

voluntarily offering help 

and related benefits 

不需顧客提出，預測

顧客需求並主動給予

協助與顧及顧客相關

利益 

3. 划算 Satisfying prices were reduced for 

special festivals, free 

gifts, and bargain 

促銷相關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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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 

4. 熱心 Satisfying  服務人員具有服務熱

忱與行為 

5. 省時 Satisfying information on product’s 

location and information 

on product 

產品於店內位置與產

品相關資訊 

6. 主動 

(Dis)Satisfying 

return, queries, lack of 

customer understanding, 

and carelessness 

服務人員是否細心、

嚴肅與謹慎面對及處

理顧客問題，與滿意

跟不滿意的層面皆有

相關 

7. 耐心 

(Dis)Satisfying 

answer questions and 

trying product 

服務人員耐心的回答

顧客問題與有耐心的

教導顧客如何使用產

品 

8. 尊重 

(Dis)Satisfying 

politeness, hurried, 

thrown or pushed, bad 

emotion, unpleasant, 

broken promises, and 

unwillingnes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在中國或者是儒家思

想之中是重要的構面

之一，關係到對顧客

是否有謙恭、禮貌及

負責任的行為與態度 

9. 專業能力 
(Dis)Satisfying 

 指服務人員在處理狀

況與接受任務的能力 

10. 等待時間 

(Dis)Satisfying 

 當人多的時候，結帳

櫃台數隨之增加或者

排隊的原因是因為結

帳員人數太少 

11. 政策與流程 

Dissatisfying 

flexibility, supply 

shortage, and promotional 

information 

與賣場政策是否人性

化、促銷資訊正確性

和補貨機制有關 

12. 店內環境設計 

Dissatisfying 

signage and parking 主要是與店內擺設與

周邊停車相關，店內

設計若具備清潔、吸

引力和方便性特質，

則會激起消費者購買

慾望 

13. 產品品質 Dissatisfying freshness and quality Stanworth (2009)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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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指出，東方的顧客較

注重食品的新鮮 

14. 友善 

Dissatisfying 

passive service and 

civility 

屬於不滿意的層面，

與被動式的回應及服

務人員的態度有關 

15. 服務人員沒空 

Dissatisfying 

staff availability and only 

the service center can 

help 

服務櫃檯隨時可以服

務，以及服務人員清

楚了解資訊，不推拖 

16. 回應能力  

Dissatisfying 

 服務人員在物流商品

送達後未立即告知顧

客 

17. 強迫推銷 

Dissatisfying 

Hard sell 服務人員不顧及顧客

意願，執意推銷商

品，給予銷售壓力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係以 Stanworth (2009)對量販店的質性研究為基礎構面發展問卷，利用問卷調查法對

大潤發的顧客進行調查、收集資料並進行因素分析，發展出適合大潤發量販店的問卷所包括的構

面與問項。本研究進行程序做法詳述如下： 

 

3.1 問卷設計 

問卷設計參考 Stanworth (2009)研究形成之構面，並進而發展出各個構面相關的問項，問卷

共分兩部分，第一部份為消費者個人資料，包含性別、年齡、婚姻狀況、職業、教育程度、平均

每月所得、本次消費金額、本次來店時間、購買商品種類與每周來店次數，第二部分則為重視程

度之衡量，在前述所提到的構面中，分別對每個構面設計問項，問卷總計共有 17 個構面，發展

出 32 題，並採用李克特(Likert)五點尺度量測，5 分表示非常重視，1 分則表示非常不重視，各

個構面設計之問項如表 4 所示。 

 

表 4.大潤發零售業服務品質量表問項 

構面 問項 

1.親切 (1) 大潤發服務人員態度親切 

(2) 大潤發的服務人員總是面帶微笑 

2.顧客協助 

 

(3) 大潤發服務人員會主動解決顧客的問題 

(4) 大潤發諮詢服務台提供完整的服務 

3.划算 (5) 大潤發商品價格十分合理 

(6) 大潤發有紅利折現或換購商品的促銷活動 

4.熱心 (7) 大潤發服務人員熱心地以廣播主動告知商品促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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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 

5.省時 

 

(8) 大潤發的商品位置標示清楚 

(9) 大潤發的商品資訊標示清楚 

(10) 大潤發的商品種類齊全能一次購足 

6.主動 (11) 大潤發服務人員主動詢問顧客的需求 

7.耐心 (12) 大潤發服務人員有禮貌且負責地回應顧客的建 

議與批評 

8.尊重 (13) 大潤發對於顧客的個人資料保密 

9.專業能力 

 

(14) 大潤發的結帳金額正確 

(15) 大潤發的服務人員能正確地回答每個問題 

10.等待時間 (16) 大潤發的結帳速度相當迅速 

11.政策與流程 

 

(17) 大潤發促銷活動不會與 DM 不符合 

(18) 大潤發具有迅速的補貨機制 

(19) 賣場的政策與流程具人性化 

12.店內環境設計 

 

(20) 大潤發賣場內外環境整潔 

(21) 大潤發有清楚的標示牌(如商品位置、提款機、 

置物櫃、逃生路線等) 

(22) 大潤發賣場周邊方便停車 

13.產品品質 

 

(23) 大潤發商品品質可信賴及無過期商品 

(24) 大潤發的生鮮蔬果十分衛生 

14.友善 (25) 服務人員不會以粗魯的行為處理問題 

(26) 服務人員不會忽略顧客的抱怨 

15.服務人員沒空 

 

(27) 服務人員隨時都可以提供協助 

(28) 大潤發服務人員人數充足 

16.回應能力 

 

(29) 大潤發服務人員從未拒絕顧客的需求 

(30) 大潤發的網路及平面資訊更新快速 

(31) 服務人員能迅速反應顧客的意見 

17.強迫推銷 (32) 大潤發服務人員不會過度推銷商品 

 

3.2 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本研究以彰化縣員林鎮大潤發量販店的顧客以問卷方式進行隨機抽樣調查，時間於2011年7

月6日至2011年8月20日共計46日。共發放320份問卷，回收311份，扣除無效問卷11份，實際有效

問卷為300份，問卷回收率為93.75%。樣本收集與受訪者填答的時間是以周末假日為主，此時間

的受訪對象比較有意願接受問卷填答。 

4. 資料分析 

4.1 樣本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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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職業、教育程度、平均每月所得、本次消費金

額、本次來店時間、購買商品種類等；各項目之次數分配等資料彙整如表5。 

 

表 5.樣本研究基本資料分析 

項目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1.男 121 40.3% 

2.女 179 59.7% 
年齡 1.19 歲以下 11 3.7% 

2.20-29 歲 90 30.0% 

3.30-39 歲 97 32.3% 
4.40-49 歲 74 24.7% 
5.50-59 歲 22 7.3% 
6.60 歲以上 6 2.0% 

婚姻狀況 1.已婚 165 55.0% 

2.未婚 135 45.0% 
職業 1.學生 51 17.0% 

2.商業 24 8.0% 
3.服務業 98 32.7% 
4.製造業 43 14.3% 
5.軍公教 36 12.0% 
6.家管 16 5.3% 

7.自由業 20 6.7% 
8.其他 12 4.0% 

教育程度 1.國中及以下 12 4.0% 
2.高中(職) 52 17.3% 
3.專科/大學 214 71.3% 
4.研究所以上 22 7.3% 

平均每月所得 1.20.000 元以下 73 24.3% 

2.20.001~40.000 118 39.3% 

3.40.001~60.000 86 28.7% 
4.60.001~80.000 20  6.7% 
5.80.001 元以上 3  1.0% 

本次消費金額 1.600 元以下 51 17.0% 

2.601-1200 元 88 29.3% 
3.1.201-1.800 元   78 26.0% 
4.1.801-2.400 元 49 16.3% 
5.2.401-3.000 元 19 6.3% 
6.3.001 元以上 15 5.0% 

本次來店時間 1. 9:00-12:00 23  7.7% 

2.12:01-15:00 47 15.7% 
3.15:01-18:00 108 36.0% 
4.18:01-21:00 122 40.7% 

購買商品種類

(可複選) 
1.生鮮 121 40.33% 
2.熟食 144 48.00% 
3.嬰幼兒用品 30 10.00% 
4.雜貨 193 64.33% 
5.家電用品  92 30.66% 
6.家庭五金  79 26.33% 

7.文具用品  35 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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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服飾  31 10.33% 
9.傢俱寢具  26  8.67% 
10.運動用品 21 7.00% 
11.健康食品  20  6.67% 
12.寵物食品  22  7.33% 

平均每周來店

時間 
1.1 次以下 232 77.3% 
2.2-3 次 65 21.7% 
3.4-5 次 3 1.0% 

4.6 次以上 0 0% 
 

受訪者中女性佔59.7%、男性佔40.3%；主要年齡分佈在30-39歲，占32.3%；已婚受訪者占

55%；受測者的職業主要分佈在服務業佔全體百分比32.7%；在教育程度上大多集中於大學學歷，

佔全體樣本的71.3%。受訪者平均每月所得主要集中在20.001~40.000元，占39.3%。 

 

4.2 信度與效度分析 

在信度方面，本研究以Cronbach’s α作為信度判斷標準。Cronbach (1951)提出，Cronbach’s α

為最常適用於李克特尺度衡量量表，若係數值愈大，顯示衡量變數之間的相關程度愈大，若α值

大於0.7，則表示各項目間的內部一致性很高。Nunnally (1967) 指出基於研究的時間與成本考量，

當α值大於0.5 時即可接受此信度。量測結果所得到的Cronbach's α值為0.864，如表6所示，表示

本問卷衡量一致性的情況良好。 

 

表 6.信度統計量 

Cronbach's α 值 以標準化項目為準的 Cronbach's α 值 項目的個數 

.864 .924 32 

 

就效度方面而言，採用Stanworth (2009)之研究形成之構面，並進而發展出各個構面相關的問

項，所以本研究問卷在內容效度上具有一定水準。本研究問卷之信度是根據Kaiser (1974) 提出的

取樣適切性量數 KMO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來衡量問卷內部的相

關性，KMO數值介於0〜1之間，數值愈接近1 表示變項的相關性愈高。此外，KMO檢定值為

0.908，如表7 所示，指標統計量大於0.8，代表本問卷量表呈現的性質為「良好的」標準，並且

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綜合以上分析結果得知，本研究的問卷符合信度與效度的要求。 

 

表 7. KMO 與 Bartlett 檢定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908 

Bartlett 球形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3971.225 

 自由度 496 

 顯著性 .000 

 

4.3 重視程度之因素分析 

本研究對服務品質重視度進行因素分析，根據李克特五點尺度量表給予1~5 分之評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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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1 代表「非常不重視」，而5 則表示「非常重視」，藉由SPSS12.0套裝統計軟體進行因素分析，

將各個問項之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低於0.5者與共同性(Communality)小於0.5找出，再針對

因素負荷量最低問項進行刪題(Larose, 2006)。首次將題項27先行刪題(因素負荷量(0.219 < 0.5)與

共同性(0.408 < 0.5))，第二次刪除題項16 (因素負荷量( 0.386 < 0.5) 與共同性(0.432 < 0.5))，第三

次刪除題項17 (因素負荷量(0.388 < 0.5) 與共同性量(0.495 < 0.5))，第四次刪除題項14 (因素負荷

量( 0.387 < 0.5) 與共同性( 0.324 < 0.5))，第五次刪除題項15 (因素負荷量( 0.464 < 0.5) 與共同性

( 0.436 < 0.5))及第六次刪除題項6 (因素負荷量( 0.443 < 0.5) 與共同性( 0.497 < 0.5))。若因素負荷

量未高於0.5者與共同性小於0.5則必須刪除，因此刪除6、14、15、16、17與27，共6題問題，並

進行分類與整理，並將相近之問項整合為一個構面，並將構面給予命名，共計五個構面，結果如

下表8。 

 

表 8.大潤發轉換後因子矩陣表 

問  項 因素負荷量 

1 2 3 4 5 

1. 大潤發服務人員態度親切 .497 .099 -.078 .069 .539 

2. 大潤發的服務人員總是面帶微笑 .642 .288 .225 .000 .171 

3. 大潤發服務人員會主動解決顧客的問題 .616 .212 .294 -.021 .209 

4. 大潤發諮詢服務台提供完整的服務 .653 -.105 .117 .150 .221 

5. 大潤發商品價格十分合理 .560 .058 .163 .171 .240 

7. 大潤發服務人員熱心地以廣播主動告知商品促銷

訊息 
.572 .307 .238 .047 -.168 

8 大潤發的商品位置標示清楚 .504 .042 -.015 .435 .083 

9. 大潤發的商品資訊標示清楚 .641 .107 .040 .317 .006 

10. 大潤發的商品種類齊全能一次購足 .663 .118 .088 .205 -.024 

11. 大潤發服務人員主動詢問顧客的需求 .661 .336 .119 -.063 -.178 

12. 大潤發服務人員有禮貌且負責地回應顧客的建議

與批評 
.677 .305 .140 .195 -.046 

13. 大潤發對於顧客的個人資料保密 -.018 -.078 .050 .203 .680 

18. 大潤發具有迅速的補貨機制 .154 .693 .145 .137 .032 

19. 賣場的政策與流程具人性化 .191 .694 .148 .144 .073 

20. 大潤發賣場內外環境整潔 .143 .702 .033 .263 .115 

21. 大潤發有清楚的標示牌(如商品位置、提款機)置

物櫃、逃生路線等) 
.293 .556 .255 .251 -.018 

22. 大潤發賣場周邊方便停車 .120 .385 .157 .529 .178 

23. 大潤發商品品質可信賴及無過期商品 .172 .177 .175 .818 .043 

24. 大潤發的生鮮蔬果十分衛生 .190 .226 .189 .764 .125 

25. 服務人員不會以粗魯的行為處理問題 .179 .189 .332 .614 .218 

26. 服務人員不會忽略顧客的抱怨 .046 .242 .154 .078 .702 



 
 

 

12 
 

28. 大潤發服務人員人數充足 .164 .415 .504 .034 .326 

29. 大潤發服務人員從未拒絕顧客的需求 .201 .332 .535 -.014 .300 

30. 大潤發的網路及平面資訊更新快速 .126 .118 .709 .121 -.067 

31. 服務人員能迅速反應顧客的意見 .233 -.004 .749 .308 .076 

32. 大潤發服務人員不會過度推銷商品 .142 .198 .768 .291 .056 

 
由表8轉換後因子矩陣表中可得知，因素分析將所有問項分成5個構面，得知構面一之問項為

第2、3、4、5、7、8、9、10、11與12題，構面二之問項為第18、19、20與21題，構面三之問項

為第28、29、30、31 與32題，構面四之問項為第22、23、24 與25題，構面五之問項則為第1、

13與26題，詳細資料如下表9，而該量表在刪除六題 (6、14、15、16、17與27 )問項後的整體

Cronbach's 值為0.916，此外，亦針對五個構面進行信度分析，構面一之Cronbach's 值為0.868，

構面二之Cronbach's 值為0.765，構面三之Cronbach's 值為 0.800，構面四之Cronbach's 值為

0.831，而構面五之Cronbach's 值為0.526。構面一、構面二、構面三與構面四的 Cronbach's 值

皆高於0.7，唯有構面五之Cronbach's 值為0.526，小於Cronbach's 值0.7，但其數值大於Cronbach's 

 0.5，仍可接受(Nunnally, 1967)。以上各構面數值之Cronbach's 值整理於表10。 

本研究透過因素負荷量分析產生大潤發服務品質量。修正後的量表，則再次進行信度與效度

分析；在信度方面，只有一個構面的Cronbach's 值只達0.526，仍屬於可以接受的範圍，另外四

個構面的Cronbach's 值則超過0.76，遠高於建議的0.7。在效度方面，本研究採用Stanworth (2009)

之研究形成之構面，並進而發展出各個構面相關的問項，所以本研究問卷在內容效度上具有一定

水準。此外KMO檢定值為0.908，透過因素分析最後萃取出五個構面，所以量表具有因素效度

(Factor Validity)。因此整體而言，本研究所產生的量表具有穩健性(Robustness)。 

 

表 9.大潤發服務品質量表 

構面 命名 問項 

構面一 企業整體形象 

主動解決顧客問題

與滿足顧客核心需

求 

2. 大潤發的服務人員總是面帶微笑 

3. 大潤發服務人員會主動解決顧客的問題 

4. 大潤發諮詢服務台提供完整的服務 

5. 大潤發商品價格十分合理 

7. 大潤發服務人員熱心地以廣播主動告知商品促銷訊息 

8 大潤發的商品位置標示清楚 

9. 大潤發的商品資訊標示清楚 

10. 大潤發的商品種類齊全能一次購足 

11. 大潤發服務人員主動詢問顧客的需求 

12. 大潤發服務人員有禮貌且負責地回應顧客的建議與批評 

構面二 企業策略與流程 

提供顧客額外的資

訊服務 

18. 大潤發具有迅速的補貨機制 

19. 賣場的政策與流程具人性化 

20. 大潤發賣場內外環境整潔 

21. 大潤發有清楚的標示牌(如商品位置、提款機)置物櫃、

逃生路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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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三 重視顧客感受 

充分了解與解決消

費者需求 

28. 大潤發服務人員人數充足 

29. 大潤發服務人員從未拒絕顧客的需求 

30. 大潤發的網路及平面資訊更新快速 

31. 服務人員能迅速反應顧客的意見 

32. 大潤發服務人員不會過度推銷商品 

構面四 滿足顧客信賴 

提供值得信賴的產

品與服務 

22. 大潤發賣場周邊方便停車 

23. 大潤發商品品質可信賴及無過期商品 

24. 大潤發的生鮮蔬果十分衛生 

25. 服務人員不會以粗魯的行為處理問題 

構面五 專業能力 

服務人員態度與專

業性 

1. 大潤發服務人員態度親切 

13. 大潤發對於顧客的個人資料保密 

26. 服務人員不會忽略顧客的抱怨 

 

表10.各構面Cronbach's 值 

構面 Cronbach's 值 

整體 Cronbach's 值 (刪除六題後) 0.916 

構面一 0.868 

構面二 0.765 

構面三 0.800 

構面四 0.831 

構面五 0.526 

 

4.4 大潤發服務品質量表與 SERVQUAL 量表差異 

大潤發服務品質量表比較起SERVQUAL量表評量項目上，增加了SERVQUAL量表所沒有的

「企業策略與流程」構面，提供顧客於消費時額外的資訊服務，是否具有迅速的補貨機制，賣場

的政策與流程具人性化。大潤發服務品質量表的「企業整體形象」構面與SERVQUAL量表的「有

形性」衡量構面差別在於，SERVQUAL量表強調實體新穎的設備、員工儀容；大潤發服務品質

量表注重賣場所提供商品價位合理且具有多樣性，更強調員工在服務上能主動解決顧客需求與滿

足顧客核心需求，量表問項更為詳細。SERVQUAL量表的「可靠性」上，強調可靠地與正確地

執行已承諾服務之能力；大潤發服務品質量表與SERVQUAL量表一樣注重對消費者的承諾，問

項的不同在於重視服務人員服務消費者的專業能力與專業性。SERVQUAL量表的「反應性」構

面，注重員工協助顧客與提供立即服務意願；大潤發服務品質量表與SERVQUAL量表均強調充

分了解與解決消費者需求，並以最快的速度滿足消費者需求，不同在於大潤發服務品質量表增加

了「網路及平面資訊更新快速」與「服務人員不會過度推銷商品」等題項。SERVQUAL量表的

「保證性」代表員工的知識、禮貌，以及傳達信任與信心的能力；大潤發服務品質量表注重的是

提供值得信賴的產品或服務，商品品質可信賴及無過期商品，生鮮蔬果是否衛生。至於

SERVQUAL量表「同理心」構面部分，本研究將題項設計於企業整體形象構面之問項上。 

本研究所發展的零售業量表，於設計上取代了SERVQUAL量表適應性上的問題；於文化差

異上，SERVQUAL量表設計適用於美國消費者，而本研究量表設計適用於台灣消費者。美國和

台灣的顧客，最大的區別在於觀念之間。美國消費者注重良好的服務與良好的商品，友好和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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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格；而台灣消費者強調禮貌與被尊重的重要性。在消費者服務認知方面，美國消費者注重商

品是否有我想要的；而台灣的消費者重視在不禮貌與不客觀，以及忽略和問題解決上。 

 

4.5 大潤發服務品質量表與 RSQS 量表差異 

大潤發服務品質量表與RSQS量表於構面上，增加了RSQS量表所沒有的「滿足顧客信賴」構

面；大潤發服務品質量表注重的是提供值得信賴的產品或服務，商品品質可信賴及無過期商品，

生鮮蔬果是否衛生。RSQS量表「實體形象」方面，包括實體設施的外觀及實體設施設計的方便

性；大潤發服務品質量表的「企業整體形象」則注重賣場所提供商品價位合理且具有多樣性，更

強調員工在服務上能主動解決顧客需求與滿足顧客核心需求。RSQS量表在「可靠性」方面與

SERVQUAL 量表中的可靠性相似，但是大潤發服務品質量表與RSQS量表特別注重對消費者的

承諾，問項的不同在於重視服務人員服務消費者的專業能力與專業性。RSQS量表在「人員互動」

方面，包含處理顧客的投訴與意見反映、商品的退回與更換，大潤發服務品質量表在問項方面不

僅主動解決顧客問題與滿足顧客核心需求，而且有禮貌與負責地回應顧客的建議與批評。RSQS

在「問題解決」量表方面，包含處理顧客的投訴與意見反映、商品的退回與更換；另一方面，大

潤發服務品質量表不僅注重服務人員與消費者間的互動，更重視對顧客的感受。大潤發服務品質

量表的「企業策略與流程」與RSQS量表的「商品策略」於構面上問項方面，大潤發服務品質量

表問項重視服務人員態度與專業性；而RSQS量表注重由高層主管才能決定的有關服務品質策略。 

本研究所發展之大潤發服務品質量表，採用Stanworth (2009)之問項構面，消除國情、文化與

地域上的問題；RSQS量表設計上取代了SERVQUAL量表於零售業適用性上的問題，但量表設計

上主要以美國地區消費者為研究對象；就國情、文化與地域上，RSQS量表無法完全衡量台灣消

費者零售業的服務品質。本研究所發展出的五大構面中，與RSQS量表最大的不同在於「重視顧

客感受」與「滿足顧客信賴」此兩構面，台灣消費者重視被尊重、禮貌、承諾與信賴(提供的商

品或服務值得信賴)。台灣消費者於購物時特別注重服務人員的禮貌與期待被尊重的感覺，更重

視賣方給予的承諾是否達成，因此台灣消費者會花許多時間建立與賣方之間的信賴關係。 

5 結 論 

本研究依據問卷調查之結果建立大潤發服務品質構面，選定大潤發的消費顧客為研究對象。

由於Parasuraman et al. (1985, 1988)所開發的服務品質衡量模式針對台灣量販業間，仍舊有許多缺

失與不適性。故本研究利用Stanworth (2009)之研究所形成之構面設計，並發放問卷，如此可消除

東西方文化與消費模式上的差異，也因為研究產業的相同，使得其所形成的構面對於零售業而言

最為適合，之後對服務品質重視程度進行因素分析，將相近問項進行分類與整理，形成(1) 企業

整體形象、(2) 企業策略與流程、(3) 重視顧客感受、(4) 滿足顧客信賴、(5) 專業能力，以此五

大構面共26 題問項設計成為適合大潤發的服務品質量表。 

    本研究發現SERVQUAL量表對於生鮮蔬果食材的新鮮程度、服務人員對消費者的服務態度

與重視問題解決能力，量表缺乏衡量問項，而這些發現是台灣零售業與量販店所特有的；RSQS

缺乏對於被尊重、禮貌、重視賣方給予的承諾、提供的商品與服務值得顧客信賴的問項，而這些

對於台灣大型量販店消費者所特有的問項是RSQS所沒有的。 

    本研究所發展的大潤發服務品質量表，於量表設計上解決了SERVQUAL量表與RSQS量表對

於國情、文化、地域與風土民情適應性上的問題，針對台灣消費者設計於零售業與量販業服務品

質量表，提供店家與消費者最為完善的服務品質量表。 

    後續研究方面，將以IPA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模式搭配所發展的大潤發服務品

質量表，檢視消費者服務品質需求，以提供經營者找出服務品質屬性權重與企業經營優先順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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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以達到本研究之實務應用的普及性(Gene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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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ome increase benefited from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changes of consumption 
patterns, Taiwan has attracted many large international hypermarkets. As the market becomes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these hypermarkets tend to concentrate on the range of products, competitive 
price, and service quality differentiation. In fact, the differences of products, prices, and services 
among hypermarkets in Taiwan are not significant. Thus, examining service quality and the 
performance might become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Today, service quality (SERVQUAL) model 
developed by Parasuraman et al. (1985, 1988) has been widely used to measure service quality. 
However, there exist some differences in East and West such as consumer culture, geography, and 
industrial type such that SERVQUAL model cannot be applied to hypermarkets in Taiwan.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seven dimensions identified by Stanworth (2009) is to design and distribute the 
questionnaire, performance factor analysis, and then delete items in accordance with factor loading and 
communality values for each item in order to eliminate the 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and 
SERVQUAL scale suitable for some particular industries. In other words,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establish the service quality model for RT-Mart. 

Keywords: SERVQUAL, Hypermarket, RT-Mart, Service qua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