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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應如何符合顧客需求－以速食業者為例 

How the Service Industry Meets Customers’ Needs-Take an Fast 

Food Industry as the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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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服務業成長已成為台灣經濟發展之重要來源，更是台灣邁入先進國家之主要

動力；而服務業經營之競爭激烈，又面臨顧客行銷時代之來臨，因此消費者

需求倍受重視，服務提供者均應提供更完整與良好的服務品質，以因應多元

化的顧客需求；因此服務業者應了解顧客的需求、傾聽顧客的心聲，據此找

出提升服務品質的因素，減少服務失誤的發生機率，建立良好的企業形象與

品牌形象，使企業得以順利成長。本研究以嘉南地區速食業者為對象，採隨

機採樣，使用實地訪談方式，訪談了8家業者，針對業者改善服務品質的做法

進行訪談，歸納出速食業者改善服務品質的做法。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速食業要改善服務品質應做到下列各項： 

（一）、企業應被動化為主動，在服務失誤發生前，應主動關心顧客、主動

鼓勵顧客抱怨，在服務失誤發生後，應主動聆聽顧客抱怨、主動說明

失誤原因。 

（二）、積極改善顧客抱怨，給予適當服務補救。 

（三）、任用良好服務態度之人員，做好服務人員教育訓練。 

（四）、降低服務失誤之重複發生率。 

關鍵字：服務品質，速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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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owth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Moreover, it facilitates this 
country stepping into an advanced country. Nevertheless, the 
management of service not only has to face the intense competition 
but also the various ways of promotion. What the customers’ real 
needs therefore becomes an emphasized issue. All service industry 
has to provide complete and better service quality in order to meet 
the diversified needs. Therefore, service industry should first 
understand customer's demands and listen attentively to customer's 
aspiration so that they can figure out the ways to promote the service 
quality as well as reduce the faults. Then the good enterprise or 
brand reputation will be consequently established. This research has 
interviewed eight companies in the view of improving the service 
quality and inducing some ways of promotion their service quality.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fast food restaurant had better make the 
following changes. 

(1) The enterprise should change their passive positions into active 
positions. They should encourage their customers making 
suggestions and listen carefully to their complaints before the 
faults happen. They should initiatively explain the reasons or 
factors if some errors occur.  

(2) Positively improve and make up the faults which their customers 
complain about. 

(3) Always emphasize the good service attitude. The enterprise 
should provide goo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o their employees.  

(4) Reduces the rate of the redundant service faults. 

Key words : service quality，fast food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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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目前服務業的產值與就業人數已成為評估國

家經濟發展現代化程度之經濟指標。1980 年代

英、美、日等先進國家之服務業產值佔國民生產毛

額之比例資早已超過50%，而1988 年台灣服務業之

產值佔國民生產毛額比例亦達50.13%，超過製造

業，且1996 年之服務業產值已超過六成，成為台

灣產值最大產業(行政院主計處，1996)。近年來，

台灣之服務業所得佔國家生產毛額之比例在持續

成長中，服務業成長已成為台灣經濟發展之重要來

源，更是台灣邁入先進國家之主要動力。 

服務業經營之競爭激烈，又面臨顧客行銷時代

之來臨，因此消費者需求倍受重視，服務提供者均

應提供更完整與良好的服務品質，以因應多元化的

顧客需求。當服務接觸過程中發生問題時，消費者

會對服務失誤之原因與問題會有意見。因此為了與

顧客保持長期的良好關係，在服務失誤發生後服務

提供者對顧客之服務補救是必須的，因為好的服務

補救可減少顧客對服務提供者之抱怨及不滿，而換

轉成忠誠的顧客，並創造更好商譽(Hart, Heskett, 

and Sasser, 1990;McCollough and Bharadwaj, 1992; 

Kelley，1967)。相對而言，若企業執行不好的服務

補救，不僅使顧客更加不滿，而且將向其他人傳遞

對企業之負面口碑，使得企業形象遭受破壞(Gilly, 

1987; Hart et al., 1990; Etzel and Silverman, 1998)。因

此，發生服務失誤後，企業應採取良好的服務補

救，以挽回抱怨與不滿之顧客，服務補救實是維持

顧客滿意之重要基礎。 

因此服務業者應了解顧客的需求、傾聽顧客的

心聲，據此找出提升服務品質的因素，減少服務失

誤的發生機率，建立良好的企業形象與品牌形象，

使企業得以順利成長。 

本研究以嘉南地區速食業者為對象，採隨機採

樣，使用實地訪談方式，針對業者改善服務品質的

做法進行訪談，歸納出速食業者改善服務品質的做

法。 

二、服務品質與服務失誤 

要建立良好的服務品質，必須了解構成服務品

質的因素及服務失誤的定義與類型，找出主要服務

失誤的來源，才能找出最佳對策。 

(一)、服務品質的範圍（許淑寬,陳慧姮2004） 

    服務品質依重要性排列如下：可靠度、反

應度、信賴感、關懷度與有形性。 

1. 可靠度：指可以可靠且正確的執行它所答

應的事情，可靠的服務績效是顧客的期

望，顧客的期望是希望每次服務品質都一

致，而且沒有錯誤的完成。 

2. 反應度：反應度是指幫助顧客並提供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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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的服務，當服務失敗時，業者有能力

以專業知識快速的處理，將會使顧客產生

正面的品質認知。 

3. 信賴感：代表員工所具備的知識與禮貌以

及傳達信賴與信心的能力，信賴感包括執

行服務的能力，對顧客應有的禮貌與尊

重，有效的與顧客溝通，將顧客最佳的利

益置於最優先的位置。 

4. 關懷度：代表給顧客個人化、關心的服

務，包括可接近的、安全感及了解顧客的

需要所付出的努力。 

5. 有形性：代表實體設備、設施、人員與顧

客溝通的方式，實體環境的情況如清潔度

是展現服務提供者對服務仔細關心與照

顧，有形的證據此項評估更可延伸至服務

中其他顧客的行為，如旅館內隔壁吵雜的

顧客。 

(二)、服務失誤的定義與類型 

    早期學者Westbrook (1981)由服務過程中探討

零售業顧客對零售業者不滿意之來源，爾後Bitner 

(1990)以剖析服務接觸過程以探討服務失誤之原

因，於1992 年Goodwin and Ross以服務四特性來說

明服務失誤之發生。綜合國外學者對服務失誤之定

義，服務失誤之定義為「顧客認為企業所提供之服

務或產品，若不符合顧客之需求，則由顧客認定為

不滿意之企業行為」(鄭紹成，1997)。 

從服務接觸的觀點來探討服務失誤，由於服務

傳遞時之人際互動會影響顧客滿意，因此從航空公

司、旅館、餐館三種行業，六百九十九件案例去調

查顧客不滿意的狀況，發現有三大群主要服務失誤

來源(Bitner et al., 1990)： 

1. 服務傳遞系統失誤之員工反應： 

（1）對無法提供之服務的反應：如顧客早

已在餐廳訂位，但卻被取消。 

（2）超出合理時間之延遲服務的反應。 

（3）其他核心服務失誤之反應：如餐點煮

爛了。 

2. 員工對顧客需求與要求之反應： 

（1）對有「特殊要求」顧客之反應：特殊

飲食規定或語言。 

（2）對有「特殊偏好」顧客之反應：通常

與企業規定不符之偏好要求。 

（3）容忍顧客錯誤之反應：顧客點錯餐點。 

（4）對可能打擾其他顧客之反應：如顧客

酒醉吵鬧。 

3. 員工自發性行為 

（1）對顧客之關心與注意：如提供顧客額

外資訊，而相對則是態度差。 

（2）超乎平常之員工行為：如特別有禮貌，

而相對則是對顧客發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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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模式中之員工行為：如不欺騙顧

客，而相對則對顧客有歧視。 

（4）遭受斥責狀況下之反應。 

服務失誤之類型，如以零售業為研究對象，用

CIT 調查法分析六百六十一件案例，可以歸納出下

列三大類十五細項的零售失誤(Kelley et al., 1993)。 

1. 服務傳遞系統或產品失誤的員工反應 

（1）服務政策失誤：通常使顧客覺得不公

平，包括退貨交易無收據、退貨品後

來成為拍賣品。 

（2）緩慢或未提供服務：店內人手不足、

未銷售顧客所需產品及員工花太長時

間提供服務。 

（3）系統訂價失誤：指電腦訂價系統掃描

器的價錢不正確。 

（4）包裝錯誤：產品與包裝不符、零件缺

少、樣式或大小不對。 

（5）缺貨：店內沒有顧客所需之產品。 

（6）產品缺陷：產品有瑕疵或使用日期不

如預期。 

（7）持有災禍：顧客已付款但未提貨，而

商品已轉賣他人或遺失。 

（8）修改：產品送修發生錯誤或送回時已

超過原定日期。 

（9）錯誤資訊：顧客因錯誤訊息而購買大

小或樣式錯誤之產品，或者產品保證

之條件不符顧客之需求。 

2. 顧客需求及要求之員工反應 

（1）特殊訂單或要求：特殊訂單之商品送

達時損壞、不正確或延遲時間。 

（2）顧客錯誤：購買錯誤商品或購買後使

用錯誤。 

3. 員工行為 

（1）記帳錯誤：服務人員算錯金額或找錯

錢。 

（2）偷竊揭發：指商店控告顧客行竊的錯

誤。 

（3）員工製造的窘境:服務人員因疏忽或錯

誤的判斷，如未將安全條碼清除，讓

顧客走出商店時警鈴聲響。 

（4）員工注意力失誤:未給予顧客應有的注

意或忽視顧客的等待過程。 

綜合以上觀點，服務失誤的主要來源來自於員

工，包括員工基本的服務技能、及時反應及自發性

的關懷行為。 

三、企業形象 

(一)、企業形象 

企業形象的概念是從形象（image）一詞所延伸

而來的，可以真實地反映出一般大眾對於企業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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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性評價，然而隨著利害關係人（如顧客、員工、

股東、上下游廠商、政府機構、社會團體、合資伙

伴）與企業互動的角色不同，所接觸到的經驗當然

不同，使得不同群體針對同一企業，可能會產生不

同的企業形象。由於企業形象的概念相當抽象與廣

泛，各個學者對其定義有不同詮釋，茲將企業形象

的定義彙整如下： 

1. Yuille and Catchpole（1977）認為企業形象

是人們將對企業之意見、感覺、與先前經驗

等一連串知覺過程的結果轉換成心智概念。 

2. 高希均（1988） 認為企業形象是建築在經

濟面、社會面與人性面三個相互關聯的層面

上且可以真實地反映出社會大眾對這一企業

的評價； 

3. Gray and Balmer（1998）認為企業形象是們

心智對於企業的想像，亦即當人們看見企業

商標或聽到企業名稱時，所浮現在心中的觀

點。 

4. Ruyter and Wetzels（2000）認為企業形象是

服務品牌的延伸，可反應顧客對企業的信賴

感、預期服務品質與未來購買意願。 

5. Nguyen  and  Leblanc（2001）認為企業形

象是顧客基於過去與企業互動的行為或經

驗，而形成的態度與信念。 

6. Lemmink et al（2003）認為企業形象是來自

不同方面的大眾與企業接觸過後，對企業所

產生的形象。 

(二)、品牌形象 

品牌的重要性一直受到世界各大企業所重視

的。品牌的建立與管理不僅是各大企業經營的重

點，更被視為是競爭優勢的來源之一

（ Aaker,1991 ） 。品牌導向是企業維持生存與成

長的關鍵（Urde,1994）；未來行銷的戰爭將是一場

品牌的戰爭。因此，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如何建

立高品牌權益的產品，便是各大企業的首要目標。 

Keller（1993）認為品牌形象（ brand image）：

是指存在於消費者記憶中之一組與某個品牌相連

的聯想，反應出對該品牌的認知，也就是消費者已

經形成有關品牌的知覺組合，亦可說是消費者對於

品牌的知覺性概念。 

Biel（1992）認為品牌形象（brand image）會

影響消費者行為，進而改變品牌權益，消費者對於

品牌名稱產生的知覺屬性與聯想，即為品牌形象。

Aaker（1996）認為品牌聯想的衡量方法，乃是衡

量其品牌形象，此種衡量方式，和Keller（1993）

所提品牌形象包括品牌聯想是相同的；且許多學者

皆認為品牌形象係由消費者對品牌的聯想所構成

(Park ＆ Srinivasan,1994；Cobb-Walgren, Ruble ＆ 

Donthu,1995)。 

Kolter（1993）認為一個品牌可以傳達六種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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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給消費者： 

1. 屬性（attribute）：品牌之某些屬性給消費

者的第一印象。 

2. 利益（benefit）：消費者主要購買的是利

益，一個品牌擁有不少屬性，而屬性必須被

轉換成功能性利益或情感性利益。 

3. 價值（value）：品牌可傳達生產者的價值，

並配合消費者所尋找的真正價值。 

4. 文化（culture）：即代表製造廠商或來源

國的文化。 

5. 個性（personality）：品牌可反映出某些個

性，亦可由有名望的人來表現。 

6. 使用者（user）：由品牌看出購買或使用

該品牌的顧客類型。 

King（1991）建議將整個組織視為品牌，將其

定位於消費者的心目中，以維持競爭優勢。 

綜合來說，企業應藉由品牌形象的創造，來提

升品牌的價值，累積品牌權益，激發企業之競爭優

勢，方能持續地獲利。 

四、改善服務品質的做法 

服務失誤是顧客轉換品牌的主因，在服務失誤

發生後，服務提供者應立即採取服務補救之行動。

因此好的服務補救可減少顧客對服務提供者之抱

怨及不滿，而換轉成忠誠的顧客，並創造更好商

譽，具體的做法可以從下列方法做起： 

（一）價格溢酬法：可簡單的從市場上觀察該品

牌的價格水準與其它品牌間的差異；或是透過市場

調查，瞭解消費者對產品不同屬性和特性（包括品

牌名稱）所願意支付的金額。這種調查提供一個相

當直接衡量品牌名稱價值的方法。 

（二）顧客偏好調查：採用衡量品牌對消費者偏

好、態度或購買意圖的影響；若因為品牌而提昇消

費者偏好，並進而增加公司的銷售額，其邊際的現

金流量即可視為該品牌的價值。使顧客對商店有良

好的第一印象。 

（三）分析吸引顧客之過程 

1. 首先是描述分析既有顧客及潛在顧客特

性。 

2. 其次是分類顧客。每一連鎖店之顧客基礎

可以區分為主顧客（core customers）、次級

顧客（secondary shoppers）、第三級顧客

（tertiary shoppers），主顧客是那些以該連鎖

店為第一優先選擇之購物者。 

3. 鎖定顧客。提供有品質的商品。瞭解自己

的商品。仔細聆聽顧客的需求並力求實現。

徵詢顧客想法以做為企業改進之參考。 

4. 吸引顧客。建立顧客信任感。表示對顧客

的關心。確定自己的員工已接受充分的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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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務態度應親切 

有高水準的服務品質，可能提高顧客對該店的

忠誠度，並可藉該商店以舒緩時間壓力的問題，有

些購物者可能視商店為品牌，因此擴展服務水準的

改善，持續不斷地提升顧客來店率與消費額，以增

進營運績效與獲利能力。工商社會環境中，講求便

利、迅速、有效率、心情輕鬆愉快等目標，若在購

物結帳時需等候相當長的時間，常會引發消費者不

滿與不耐的情緒，甚至影響再次前往購物的意願，

更嚴重的是該消費者廣為宣傳，造成其他消費者不

願到該店購物的後果。欲提高服務品質，服務態度

應親切，以下是具體做法： 

1. 主動聆聽顧客抱怨 

由本研究之消費者人格特質之因素分析中，萃

取出消費者人格特質之因素發現潛在顧客抱怨因

素，因此服務提供者應重視顧客抱怨而聆聽顧客的

聲音，讓顧客感受到其抱怨是被業者所重視，且業

者有誠意改善服務品質，因此顧客會減少對親友抱

怨且其滿意度會提高。 

2. 主動說明失誤原因 

根據本研究顯示，若顧客將服務失誤歸因為企

業因素之滿意度最低。因此服務提供者實施服務補

救時，若失誤因素非為企業所致，如原生產廠商停

產而沒有商品、顧客沒有看清楚產品使用說明而導

致產品損壞等因素，應主動告知顧客其失誤原因，

讓顧客不會因其個人認定此責任歸屬為企業因素

而滿意度降低，並且讓顧客對服務提供者之改善有

期許，進而滿意度提昇且再度回來消費購買。 

    企業要避免服務人員因素失誤發生，可從招募

選用時先注意新進員工之特質是否適合服務業，而

盡量挑選合適企業文化與服務態度佳之服務人

員，並且安排服務人員之職前與在職訓練，讓服務

人員能有第一次的服務熱誠及第一萬次的熟練

度，因此讓顧客不會因為服務人員之態度不佳而產

生不好之企業形象。 

（五）促銷活動 

促銷活動是寶藏但也可能是錢坑，活動之好壞

全看計劃完善與否而定。促銷活動是商店主動的自

我推銷方式，除用以吸引人潮、提高營運績效外，

更可塑造企業形象。近年來服務業成長快速，經營

態勢較以前更為艱辛，故透過促銷手段，確保客源

並提高營業額，已是經營者的重要課題。一般而

言，促銷（SalesPromotion），是指對既有顧客以及

潛在顧客運用各種積極的促進方式，吸引顧客進而

刺激其購買需求，以增進賣場各類商品的銷售。 

1. 商品活動（又可分以價格訴求為內容的活

動及以生活品味為內容的活動）。 

2. 文化活動。 

  （六）評估顧客終身價值 

改善服務品質的目的在於增加營收，因此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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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各項措施時應先進行顧客終身價值的評估。 

1、Kotler（1996）之說法 

依其公式分析，吸引一位新顧客所需之成本遠

大於其顧客之終身價值，增加顧客對公司的收益及

維持顧客對公司的長期忠誠度，將能明顯的提高顧

客終身價值。其吸引新顧客成本與平均顧客終身價

值之公式如下： 

吸引新顧客成本＝平均每次銷售拜訪成本×拜訪

次數 

平均顧客終身價值＝每年顧客收益×平均顧客忠

誠年數×邊際利潤 

2、McDonald（1996）之說法 

McDonald（1996）提出之衡量模式又可分為三

大部份，分別為收益面、成本面與機會成本面，分

述如下： 

（1）收益面（revenue） 

（2）成本面（cost）：指的是公司之直接成

本，即針對與顧客服務一切有關的成本

項目。 

潛在汽車顧客終身價值＝一生購買車數×平均

價格－預期服務費用 

吸引新顧客成本＝平均每次銷售拜訪成本×拜

訪次數 

平均顧客終身價值＝每年顧客收益×平均顧客

忠誠年數×邊際利潤 

收益＝年數×價格×銷售數量×A1×A2×（通貨膨

脹率）n-1 

其中A1＝核心關係強度；A2＝延伸關係強

度；n＝年數 

成本＝直接成本×（通貨膨脹率）n-1    其中

n＝年數 

（3）機會成本面（opportunity cost） 

當顧客相對於其他選擇時，對於所付出之時間

和金錢的滿意程度會詳細評估，也就是當顧客滿意

度提高時，顧客之機會成本會降低，所以顧客終身

價值將會相對提高。 

綜合上述McDonald（1996）將其建立為延伸性

顧客終身價值模式（Expanded Customer Lifetime 

Value），公式如下： 

機會成本＝（1＋r＋L）n，其中L＝機會成本調整

指數；n＝年數；r＝折現率 

延伸性顧客終身價值＝年數×（收益－成本）×（通

貨膨脹率）n-1/機會成本 

其中n＝年數 

  透過顧客終身價值的評估，讓業者有做選擇的

權利，選擇較恰當的做法。 

  （七）補救策略 

當服務失誤發生時，應進行補救，否則會影響

公司形象，以下有九種補救策略可供參考： 

(1)折扣優待：利用折扣優待服務，補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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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 

(2)更換正確產品：利用更換正確產品作為服

務補救，是常見的補救策略。 

(3)主管或員工處理：利用主管或員工來處

理，服務補救效果亦佳，尤其是請主管處理

效果更佳。 

(4)更換正確產品加補償：有的會以更換正確

產品加補償，作為服務補救。 

(5)更換商品：若是商品品質不能滿足顧客要

求，會以更換商品作為服務補救。 

(6)道歉：即時給予道歉，服務補救效果會有

加分的現象。 

(7)退還顧客金錢：退還顧客金錢是較不得已

的做法，服務補救效果不錯。 

(8)顧客自行更正：讓顧客自行更正，是不得

已的做法。 

(9)給予顧客折讓：給予顧客折讓是常見的補

救措施，服務補救效果不錯。 

五、實例 

   本研究以速食業為例，探討速食業服務的品質

因素，歸納出速食業者為改善服務品質的做法，大

致有下列幾項做法： 

  （一）產品多樣化： 

西式飲食要吸引顧客的青睞，各店均重視產品

的口味、品質、清潔、食品新鮮程度、服務態度及

產品多樣化等，產品多樣化才能適合各種年齡層的

人，迎合各種人的口味；除此之外產品要時時變

化，才能保有新鮮感，業績才能永遠領先，例如肯

德基的蛋塔不停的更換口味，有楓糖口味、黑糖口

味、大納言口味⋯等，主食的口味也不斷的推陳出

新，例如有墨西哥捲、鮭魚捲、北京烤鴨捲⋯等；

麥當勞則推出不同口味的冰品、變化薯條的口味，

甚至推出迎合東方人口味的板烤米香堡。 

  （二）價格大眾化： 

    西式速食業的發展情況，可從日本市場的產品

價位變化，看出未來國內價格策略的發展趨勢。日

本在60年代引進西式速食店，對當時日本的速食市

場產生極大的影響，日本國內的餐飲業也陸續投入

速食市場發展，產品初上市時價格定得很高，以高

價位來塑立產品的形象與企業的格調。剛開始推展

得很成功，而後經過大型連鎖店的拓展，達到經濟

規模之後，成本比初期時降低許多，為了拓廣市場

需求，使速食產品更普遍化，價格策略作了相當明

顯的轉變，改向低價位方式，因而擴大市場消費層

面，開發速食市場潛力，使大眾接受程度提高，目

前國內亦是走大眾化的路線。 

  （三）推廣(Promotion)： 

速食業者的推廣策略大致細說如下： 

     1.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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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促銷是企業讓消費者直接認知和加深印

象的主要方式之一。為了使消費者了解企業種種活

動和新產品的問市，而且得隨時隨地讓消費者保存

對企業的印象，必須時時以訊息提醒消費者，與之

溝通，使公司在消費者心目中建立起深刻的印象，

嘉南地區連鎖的速食業者除了電視廣告外，還有夾

報、工讀生分送、廣告招牌⋯等，為連鎖者則以夾

報、工讀生分送、廣告招牌為主。 

    2. 降價 

    西式速食引進國內，由於一直以高價位策略進

入市場，在消費者新鮮感漸漸減退之後，漢堡的價

格引起不小的爭議風潮。通常，速食業者為維護產

品形象與成本支出的考量，大多數都不願主動降價

以做為促銷手段，就連產品折扣方式，也是業者儘

可能避免的促銷活動。因為，一旦給予消費者有產

品折扣活動的期待，那平時的銷售量將大受影響，

而且經由打折帶動的消費熱潮，就很難再回復 

到原來的售價。 

此外，各速食業者推出的各種組合餐特價供

應，實際上即與折扣促銷意義相同，都是「降價」

行動的表面「掩飾」。其他還有飲料、贈品的免費

贈送活動，也可視為「變相降價」的方式，近來各

速食業者常有不定期的優惠活動，以吸引顧客消

費。 

     3. 摸彩、贈送 

    溫娣漢堡與台灣可口可樂公司曾共同舉辦「刮

刮樂」雙重大贈獎及摸彩活動，而掀起速食業另一

種型態的促銷風潮。「刮刮樂」贈獎活動開始流行

於相片快速沖洗業、雜誌業。溫娣漢堡是將此種促

銷活慟首先帶入速食業，該公司以「美國牛肉在溫

娣」讓消費者了解其牛肉原料係選用美國地區牛

肉，並藉著「刮刮樂」促銷其「大溫娣漢堡」的產

品。 

一般而言，贈送是最普通的促銷方式，不但可

吸引顧客光臨，也是較為簡便省事的促銷工具。哈

帝為促銷香菇吉士堡，贈送精美筆架；肯德基炸雞

的派對杯組合、知心筆盒，以及為了問卷調查回收

贈送的大杯可樂；麥當勞曾以滿100元消費額即贈

送蘋果派、買薯條送面皂、早餐薯餅贈券，買大杯

飲料當天可免費續杯，都是額外的免費附贈方式。

另外，麥當勞為吸引兒童消費所贈送的「大鳥姊

姊」，須於消費額之外，另加10元，「七小福，文

具組合」產品須另加19元，則屬優待價贈品，並非

完全免費贈送。 

    4. 節慶促銷 

    在國內，每當兒童節來臨，麥當勞為能與其「長

期顧客」共度佳節，會特別從國外請來其企業代表

人物─麥當勞叔叔，並非假造品，而是由真人裝

扮，使兒童心目中的趣味性人物能夠「神氣活現」

的出現眼前。在兒童節當天到店內與兒童共度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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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還舉辦親子唱遊同樂大會，希望藉此與兒童

有最直接的溝通，極力滿足兒童需求，掌握住企業

未來的希望。 

此外，為配合母親節，速食店會推出「康乃馨

組合」特餐、「幸福特餐」來吸引消費者前往慶祝

這別具意義的節日。 

     5. 針對特定顧客群 

    大體來說，速食店係以年輕人為主要訴求對

象，而兒童消費群更是速食業不可忽視的市場。通

常父母親會首先考慮小孩的喜好和方便性，故能夠

吸引兒童的消費場所，較能夠造成客人雲集的盛

況。速食業者應注意兒童的需求和喜好，方能吸引

父母帶著孩子一同前往，如專為孩童設計的餐點，

各種適宜兒童的贈品、開闢兒童遊樂區等，並利用

各式的卡通人物吸引兒童的注意。 

麥當勞在美國經營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

得力於正確有效的廣告宣傳策略，以兒童為宣傳對

象，重視兒童心理及投其所好，吸引整個家庭的消

費額。 

    6. 外帶與得來速 

    由於速食業提供的是服務迅速、簡單方便的產

品，故外帶方式應是速食業最主要的經營型態。但

在國內外帶還不普及，據估算，外帶部份佔全天營

業量還不到20%。為增加流動量及促使速食業步上

正軌，業者儘量鼓勵外帶方式，時常以不同組合的

餐點增添新鮮感，並儘可能配合外帶的方便性。 

外帶方式是很重要的營業來源，若是店內空間

有限，外帶則不受店面大小限制，家裏、辦公室、

公園、車站等地方，都可吃漢堡等速簡食物，場所

可無限擴張。面對日趨飽和的速食市場，走向小格

局的銷售型態已是必然趨勢，而隨著空間店面的縮

小，外帶將成為主要的銷售型能。方便顧客帶走，

將可提高不少營業額。 

    7. 外送服務 

    面對激烈的競爭環境，西式速食業已開始採外

送服務，爭取團體採購的消費者。由於外送服務牽

涉很多技術上的問題。如時間、數量等，因此，這

項服務還屬起步階段。不過，多數業者仍積極爭

取，克服一些技術上的困難，以求在激烈競爭的經

營環境中再突破。目前，增加外送服務的速食業者

尚屬少數。其他，尚有多家速食業者積極評估外送

服務的可行性。 

    8. 聯合促銷 

    自從麥當勞與俏麗洗髮精聯合舉辦促銷活動

之後，聯合促銷方式紛紛展開。速食業結合其他業

者，可彼此互利、共同成長。一方面速食業可獲得

贈品的提供，而對另一方來說，藉著速食店的消費

人潮，提高產品知名度，達到宣傳效果。電影招待

券贈送也是多家業者樂於舉辦的促銷方式。時下年

輕人看電影已成為主要休閒娛樂內容之一，速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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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結合電影公司正好符合其目標市場的需求。除電

影票贈送方式外，也有將舞會入場券列為贈品內容

之一，順應青少年新潮的休閒娛樂活動。 

  （四） 企業形象的建立 

    目前速食業在推廣上必須附有形象價值，使消

費者產生信賴感，加強企業形象的建立，增加消費

者的普遍認同。故速食連鎖的成功除了須透過提供

的產品給予消費者的感覺外，尚須依賴良好的企業

形象。為區別自有企業和其他競爭對手的差別，強

調品牌的特有風格，注重企業塑造的形象給予消費

大眾的信心和保證程度，因此在禽流感流行時，大

眾仍敢去肯德基、麥當勞大膽嘗炸雞；為了提升企

業形象，業界有下列做法。 

    1. 主動關懷 

    當你在店內消費時，店員會主動與你打招呼，

詢問需要的服務，主動告知現在的優惠活動，主動

給予顧客即時的服務，例如在肯德基、麥當勞、溫

娣等店內用餐，會有服務員主動詢問用餐的感受，

有兒童出現不耐煩的情形時，會主動上前關懷，給

予安撫獲致贈小玩具或氣球。 

    2. 即時的反應 

    反應度是服務品質的重要要項，若能對各項服

務提供即時的反應，將有利於企業形象的提升，因

此肯德基、麥當勞在需要等候時，會提供最佳與最

貼心的服務，例如奉上飲料請你在一旁等候，或自

動送到你用餐的桌次，飲料打翻會有專人幫忙打

理，對產品有意見時，可以立即換新產品⋯等。 

    3. 人員訓練 

    人員素質是服務品質的重要關鍵，因此各速食

業者對員工均會施以職前訓練，與現場觀摩學習，

直至熟悉工作內容，能勝任工作為止。 

六、結論 

    根據以上研究，速食業要改善服務品質應做

到下列各項： 

（一）、企業應被動化為主動 

1. 服務失誤發生前： 

（1）主動關心顧客 

企業首重顧客滿意，服務顧客來自於服務提供

者之職責所在，關心顧客來自於服務提供者之主動

出擊。消費者人格特質會影響顧客反應行為

(Landon, 1977;Richins, 1983; Jagdip, 1988)，若在服務

失誤發生前，服務提供者主動關心顧客之感受與建

議，可能會發現顧客建議中隱含著潛在之顧客抱

怨，因此主動關心顧客之反應行為，一方面服務提

供者可先發現潛在問題，另一方面讓顧客認為對服

務提供者沒有疏離感且著實地感受到服務提供者

之用心。 

（2）主動鼓勵顧客抱怨 

  根據1986 年TARP 報告所顯示，當服務傳遞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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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發生失誤時，有96%的不滿意顧客不會提出抱

怨且離開。若抱怨的意見能馬上受到服務提供者之

重視與解決，會有99%以上之顧客會再回來消費。

消費者人格特質因素影響潛在顧客抱怨因素，故服

務提供者應主動鼓勵顧客抱怨，一方面提早得知顧

客所想要的，另一方面可在顧客生氣前得知其心中

之抱怨。 

   2. 服務失誤發生後： 

（1）主動聆聽顧客抱怨 

服務提供者應重視顧客抱怨而聆聽顧客的聲

音，讓顧客感受到其抱怨是被業者所重視，且業者

有誠意改善服務品質，因此顧客會減少對親友抱怨

且其滿意度會提高。 

（2）主動說明失誤原因 

服務提供者實施服務補救時，若失誤因素非為

企業所致，如原生產廠商停產而沒有商品、顧客沒

有看清楚產品使用說明而導致產品損壞等因素，應

主動告知顧客其失誤原因，讓顧客不會因其個人認

定此責任歸屬為企業因素而滿意度降低，並且讓顧

客對服務提供者之改善有期許，進而滿意度提昇且

再度回來消費購買。 

（二）、積極改善顧客抱怨，給予適當服務補救 

服務失誤發生後，企業補救方式會影響顧客反

應行為(Kelley et al., 1993; Hoffman et al., 1995)。企業

發生服務失誤後，只有道歉是不夠的，需要立即更

正失誤之處，若有更好的補救方式，顧客滿意度會

更高。因此當顧客抱怨後，服務提供者應積極改善

失誤問題，且給予顧客應有之補償，而服務補救後

顧客滿意度會提昇且願意再度光臨。 

（三）、任用良好服務態度之人員，做好服務人

員教育訓練 

無論失誤原因為何，顧客將失誤原因歸為服務

人員，又服務人員之失誤顧客歸因為企業者，因此

服務人員於顧客心中是相當重要的，若失誤為服務

人員時，顧客會認為是企業問題之一。雖然服務失

誤在所難免，但發生失誤時服務人員之處理方式亦

為重要，若讓顧客感到不滿，則顧客容易將失誤歸

因歸為企業本身因素，而非服務人員一人。企業要

避免服務人員因素失誤發生，可從招募選用時先注

意新進員工之特質是否適合服務業，而盡量挑選合

適企業文化與服務態度佳之服務人員，並且安排服

務人員之職前與在職訓練，讓服務人員能有第一次

的服務熱誠及第一萬次的熟練度，因此讓顧客不會

因為服務人員之態度不佳而產生不好之企業形象。 

（四）、降低服務失誤之重複發生率 

若失誤經常發生時顧客滿意度會較低，因此服

務提供者雖無法避免服務失誤發生，但應降低同一

種服務失誤之重複發生率，讓顧客感受到服務提供

者積極改善問題而不再重複發生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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