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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國民所得增加，周休二日的實施，國人出外旅遊的機會增加，在

國際飯店用餐的機會也相對增加。但國際飯店數增多，競爭譏劇烈，因此國

際飯店必頇利用本身餐飲服務和住宿服務特色以及專業服務態度，吸引並穩

固客源。本研究藉由重要度與滿意度的分析，應用品質機能展開法與 Kano 精

緻化模式觀點探究飯店之服務品質，了解顧客不滿意之處、獲得改善優先順

序及關鍵技術品質，研究結果對飯店服務品質的改善與提升，具有方向的指

引及實質上的幫助，此為本研究重要的主題。 

本研究發現在飯店服務品質需求重要度中，以「關懷性」構面的「會在

答應完成的時間內完成服務」、「能盡力協助解決客人的問題」最受重視。在

品質需求的滿意度中以「飯店餐廳的食物衛生讓我感到安心」、「員工清爽的

服裝儀容，可充分展露出專業的服務形象」、「樂意且友善地為客人提供服務

及幫助」、「飯店內部的動線安排適宜，感到方便」、「員工的服裝儀容整齊優

雅」等 5 項較滿意。在差異指數中以「飯店擁有極佳的外觀，符合國際飯店之

形象」、「員工具備充分的專業知識」、「各種服務項目標示清楚」、「員工的服

務使您對這間飯店之形象產生亯心」、「員工會主動考慮顧客個別的需求，提供

個人化的服務」，此五項重要度與滿意度差異最大，欲進行服務品質改善應重

視此五要項。 

本研究整合 QFD 與精緻化 Kano 二維品質模式分析，發現人員服務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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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專業知識與技術」，行政與作業流程構面之「職前或在職訓練」、「飯店管

理適當度」、「隨機應變能力」與人員服務構面之「服務的應變能力」等項，

是前五名應先執行改善的品質技術，值得飯店主管重視。 

 

關鍵詞：飯店、服務品質、品質機能展開法、Kano 精緻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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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due to increment in national income along with two-day weekend, 

the traveling opportunities for local people have been remarkably increased. The 

occasions to dine in the restaurants of international hotels are also increased 

accordingly. International tourist hotels have to make most of their excellent 

service in meals and boarding, together with the attitude of professional service to 

attract customer resources.  In this article, by analyzing the importance and 

satisfaction, the 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Model and Kano Refined Model 

are applied to exploring the service quality of tourist hotels.It aims to find 

customers’ dissatisfaction, the priorities for improvements and the quality of 

key techniques.  The results found in this article will bring with directional 

guidance and substantial aids for better improvements.  This is exactly the 

research issue in this article.  

In this research, some facts are found among the importance of service 

quality demands for tourist hotels; both items of ―quick responses within promised 

time‖ and ―doing best to solve problems for customers‖ actually receive the 

highest emphasis in the dimension of customer care.  In view of the satisfaction 

to quality demands, 5 items like ―meal hygiene conditions in hotel restaurants 

making customers feel at ease‖, ―neat dress codes of employees sufficiently 

revealing the image of professional service‖, ―employees gladly willing to serve 

and help customers‖, ―appropriate arrangement of internal moving route in hotels 

making customers feel convenient‖ and ―elegant and neat performances of 

employee dress codes‖ receive higher satisfaction.  In view of difference index, 5 

items like ―hotels featured with extremely excellent appearance conforming to the 

professional image of internal tourist hotels‖, ―employees vested with sufficient 

professional knowledge‖, ―clear explanations for various service items‖, ―the 

service of employees making customers feel confident to hotel image‖ and 

―employees proactively taking individual demands of customers into consideration 

and availably providing personalized service‖ display the highest difference in 

importance and satisfaction.  To improve service quality, it is requir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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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hasize the said 5 items.  

This research is integrated with QFD and Refined Kano 2D Quality Analysis 

Models. It is fou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techniques‖ in the dimension of 

personnel service, ―before-job or on-job training‖, ‖management appropriateness 

of hotels‖ and ―expediency capabilities according to circumstances‖ in the 

dimension of administration and operation process and ―expediency capabilities 

for service‖ in the dimension of personnel service are exactly the 5 items of quality 

techniques firstly required for improvement. They are really worthy of the 

emphasis of hotel managerial rankers.  

 

Keywords:Tourist Hotel, Service Quality, 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Model, 

Kano Refined Model 

 

 

 

 

 

 

 

 

 

 

 

 

 

 

 

 

 

 

 

 

 

 

 

 

 

 

 

 

 

 

 

 

 

 

  



遠東學報第二十九卷第三期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九月出版 

285 

一、緒  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是個經濟發展的國家，經常有各個國家的

商務客來台洽公，根據觀光局 2010 年 1 月發布的

來台旅客人數為 34 萬 5,981 人次，跟 2009 年同期

比較，成長 24.95%，其中「觀光」目的的旅客 18

萬 2,678 人次，成長了 34.36%；「業務」目的旅客

7 萬 3,392 人次，成長 49.42%（交通部觀光局，

2010），而飯店的服務及設施代表著台灣的門面，

飯店也成為各國人士評估該國經濟進步程度的重

要依據，因此飯店品質需受重視。 

由於交通便利，人們生活水準上升，加上國民

所得增加，來台觀光的人數逐年增加，近年來也開

放大陸客來台觀光，加上國內實施週休二日，更加

刺激了觀光旅遊的商機。自 2005 年行政院提出『觀

光倍增』計畫（行政院，2005 ），迄今 100 年來台

旅客總數衝上 608 萬 7484 人次新高，較 99 年成長

9.34%，為建國百年在觀光領域寫下最完美的一

頁。「觀光」目的的旅客為 363 萬 3856 人次，成長

11.95%；「業務」目的的旅客為 98 萬 4845 人次，

成長 5.02%（交通部觀光局，2012），雖說『觀光

倍增』頇依賴產官學界共同努力配合，但對國際觀

光旅館業者而言，強化自身的服務品質仍是不變的

努力方向，是觀光旅館業者的重要課題。 

今日是服務導向的社會，飯店服務品質和設備

已漸漸成為消費者關心的問題，為了提升業績，想

要成為觀光旅館業的龍頭，飯店業開始專注投入大

量的資金和人力從事服務品質改善工作，對於強調

「以客為尊」的飯店業來說，管理者採取顧客導

向，提供顧客滿意的服務品質是必頇的；而服務是

無形性的，對消費者來說是摸不著的東西，讓顧客

放心的享受服務頇靠飯店人員提供優質的服務，以

滿足顧客的品質需求；Gronroos(1984)認為服務品

質是一種參與服務過程的人所共享的經驗，這種經

驗是由顧客以及服務人員所共同分享及創造；因此

為了提升服務品質，採行多元化的經營，讓自己在

市場上也能夠佔有一席之地，所以不光只是住宿，

也針對民眾的需求加入了很多食、育、樂方面，例

如：餐廳、健身房、SAP、酒吧、精品專櫃…等等

設備。 

    本研究以台南市某飯店為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的聲望和名氣算是一流的，本研究藉此探究消費者

到此飯店消費的原因，探討顧客對於各項服務是否

感到滿意，餐飲方面是否衛生或服務人員所提供之

無形服務品質是否都達到顧客期望；品質機能展開

法與 Kano 二維品質模式都是探討服務品質的工

具，藉由此兩種工具獲知顧客需求，及導出提升、

改善服務品質執行的優先順序。 

(二)、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應用品質機能

展開法與Kano精緻化模式來達到以下之研究目的： 

1、探討旅客對飯店的服務品質需求如何？ 

2、探討旅客對飯店服務品質的滿意度如何？ 

3、探討旅客對飯店服務項目的要求品質如何？ 

4、依據 Kano 精緻化模式，獲知飯店各項服務的

品質屬性？  

5、應用 QFD 與 Kano 精緻化模式導出飯店服務品

質要素執行改善的優先順序及影響飯店服務品

質的關鍵技術品質。  

 

二、文獻探討 

(一)、觀光旅館定義 

1、觀光旅館起源 

旅館一詞，英文 hotel 是由法文演變而來的，

原是法國大革命前，貴族在鄉下招待貴賓的別墅，

後來漸為毆美人所沿用，而成為今日旅館之名稱。

(詹益政，1992) 

(1)、國外 

宗教的興起，為供前往朝拜者之住宿，聖殿周

圍客棧便陸續設立，此即為旅館的發源。 至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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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後期專為國王、貴族及富商提供豪華服務的旅

館陸續出現，該時期最具代表的旅館為巴黎 Grand 

Hotel 及紐約 Waldorf Hotel。(詹益政、吳清峯，2005) 

(2)、國內 

我國古代秦漢時代起於交通要道提供住宿服

務及給文書傳遞的公差、旅者及商旅，設置有「驛

亭」、「客棧」、「私館」、「逆旅」、「行」、「店」等。

唐代各國文化交流頻繁，各國使節、往來商旅等，

皆頇住宿其中「禮賓院」、「驛館」為國家招待所，

「撥斯邸」相當於現今國際觀光旅館。元朝時期設

有「會同館」其「扎木臣」專司禮賓館舍及接待翻

譯工作。早期台灣最初的旅館名稱為<販仔間>。(吳

勉勤，2005) 

2、觀光旅館定義 

根據文獻，旅館有不同的定義，整理如表 1

所示。 

表 1 旅館定義 

資料來源：吳勉勤(2005) 

 

綜觀之，旅館是一營利單位，提供民眾住宿、

餐飲、娛樂…等設施與服務，藉此獲得利潤。 

3、國際觀光旅館分類 

台灣地區國際觀光旅館已逐漸形成兩大趨勢，依其

所處地理位置可分為都市型的旅館，多以國內外商

務旅客為主，另一為郊區的休閒型旅館，則 90％

以上為國人的市場，其本質與結構之差異可以表 2

說明之。 

表2 台灣地區國際觀光旅館分類比較表 

學者 旅館的定義 

英國人韋伯斯特

(Webster)(1973) 

對旅館所下的定義：「一座為公眾提供住宿、餐飲及其他有關服務的建築物或設備， 

稱之為旅館」。 

英國「旅館暨餐飲經 

濟發展會」(1986) 

將旅館定義為：「旅館具有明確、永久的性質，有四間或四間以上的房間，在短期的契約

內提供床及早餐並達到最起碼的標準」。 

美國紐約州(1991) 

判例 

「對於行為正當，且對旅館的接待具有支付能力而準備支付的人，只要旅館有充足的設

備，任何人都可以享受其接待。」 

美國巴蒙德州 

(1991)判例 

「所謂旅館是公然的、明白的，向公眾表示為接待及收容旅行者或其他受服務的人而收

取報酬之家」。 

楊允柞(1979) 觀光詞典對旅館所下的定義：「旅館是一種提供住宿、餐飲及其他有關服務的公共設施」。 

羅惠斌(1990) 

認為旅館應具備下列條件： 

1.一座設備完善且大眾周知，並經政府核准之建築物。2.必頇提供旅客住宿及餐飲。3.要

有為旅客及顧客提供娛樂的設施。4.要提供住宿、餐飲、娛樂上之理想服務。5.是營利事

業，並求取合理利潤。 

唐明月(1990) 認為旅館的基本功能，如下：1.提供餐飲及住宿的設施。2.具有家庭性的一般設備。 

詹益政(1991) 認為：「旅館是以供應餐宿、提供服務為目的，而得到合理利潤的一種公共設施」。 

謝黔、吳健祥 

(1991) 

認為：「旅館在定義上是指比較高級的高樓大廈，其全部或部分定價出租，設備有整潔的

臥房及完整的傢具出租，專門供應短期住客使用，並供飲食為便於出租，頇附設帳房、

大廳及登記處始稱之為旅館」。 

旅館分類 都市商務型飯店 休閒度假型飯店 

旅館特性 
注重服務效率、節省客人時間

故提供多種現代化設施 
注重客人休閒娛樂感覺，提供放鬆身心、疏解壓力的設施 

行銷重點 豪華、便捷、資訊獲取容易 遠離塵囂、休閒放鬆的感覺 

產品 客房、餐廳、宴會、會議 客房、餐廳、娛樂設施 

地點 市區與交通便捷之處 風景名勝或具天然遊憩資源處 

客房餐飲收入比率 4:6 5:5 

旅行社代訂與自 

行訂房比率 
視經營情況而定 約5:5 

損益帄衡點約 約 50％~60％ 40％~50％ 

外國客與本國客比率 視經營型態而定 視經營型態而定 

客房利用率 約 70％-90％ 約 40％-50％ 

菜單種類 約 20-200 種 約 20-100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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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台灣地區國際觀光旅館分類比較表(續) 

資料來源：吳勉勤(2002) 

 
4、國際觀光旅館經營管理理念  (張心美，2001)。 

（1）、利用各項價值活動，形成產品特色 

國際觀光旅館所提供之產品特色，通常表現在

消費者所認知到的服務品質上，而裝潢與設備、地

點環境、以及整體的氣氛，也常常是注意的焦點，

另外品牌形象也經常是消費者在選擇旅館時所注

重的產品特色。例如：服務品質來自於「人力資源

與教育訓練;」裝潢與設備決定於「旅館興建時的

規畫」，「健身設施」、「俱樂部」、「商店街」

等價值活動 ; 地點因素在「土地取得」時就已經

決定 ; 而整體的氣氛除了裝潢的因素外，多半還

受到「人員訓練」所造成的服務方式的影響。 

（2）、運用不同價值活動間存在的互補性 

若是一家旅館的「電腦資訊系統」做得非常成

功，肯定可以使其「訂房作業」、「結帳作業」的

效率提昇; 而透過資訊系統的顧客資料庫，使更為

客制化的行銷與服務成為可行。例如：福華飯店的

龐大電腦資料庫裡，記錄著每位客人的偏好餐飲口

味、住宿樓層的高低、商務或觀光的需求等。另外

一方面，「人力資源的招募與培育」做的好，可以

使得「服務品質」的控制更為容易;而「服務品質」

好的觀光旅館，對其「品牌形象」有正面的幫助 ; 

同樣的，「加入連鎖旅館體系」，對於「知名度」

的提升與旅館的「業務能力」都有很大的幫助，這

些都是互補作用的發揮。 

（3）、因應目標市場的改變，增減部分之價值活

動 

針對不同的目標市場，企業所提供的價值可能

就會有所不同，價值鏈也因此將有所增減。所以當

國際飯店考慮進入新的市場區隔時，必頇瞭解該目

標市場的需求特性與消費習慣，需要增加哪些業

務，以及本身是否有能力提供這些價值活動。例

如：福華飯店為進入以『長期商務住客』為對象

的公寓式旅館市場區隔，在長春店設計 70 間大

小不同的套房，並因應該型住客的需求特性，提

供一般國際飯店未有的家用電器及設備，部份套

房並設有功能齊全的廚房，以塑造家庭式的方

便、舒適與溫馨。  

（4）、提供額外服務，以配合與滿足顧客的價值

活動 

觀光旅館為其某些業務的供應商(或者是合作

廠商) ，例如商店街、部份外包的餐廳等，提供經

營技術上的指導。而幾乎所有的飯店，都因為考慮

到商務旅客在從事商業活動上的個別需要，而在其

商務中心提供各種事務機器，與具備各種語言能力

的秘書。 

（5）、朝向大型綜合旅館發展，以滿足顧客的需

求旅館經營者莫不希望藉由完善的設備與體貼的

設想，滿足使用者在停留期間大部分的需求，例如

購物、娛樂、健身、洽商、交誼‥〃等。 

(二) 服務品質 

1、品質的定義 

品質的定義有很多不同的說法，以下是各個學者對

服務品質的定義： 

ISO 9000 (2010)：品質是一組固有特性（在

產品或服務中本身具有的特性）符合需求的程度。  

Philip B. Crosby (1979)：品質就是「符合需求」

（Conformance to requirements）。此處的需求並不

旅館分類 都市商務型飯店 休閒度假型飯店 

淡季 視區位而定 視風景區所在地理特性，在台灣因氣候關係通常以冬]為主 

資本週轉率 04.~0.7 0.3~0.9 

廣告費用與管理費 20~70％ 20-70％ 

人事費用 15％~30％ 
10％-35％因通常位置較偏遠，故頇提供員工交通接駁、住宿等 

費用支出 

http://zh.wikipedia.org/zh-tw/ISO_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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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完全反映了客戶的期待。克勞士比將此視為另

一個獨立的問題。  

Robert Pirsig(1974)：品質是「用心的結果」（The 

result of care） 。 

Noriaki Kano(1984):將品質視為一個二維的系統，

二維的座標分別為「當然的品質」（must-be quality）

及「有魅力的品質」（attractive quality）前者類似

前文提到的「適合使用」。後者則是客戶會喜歡，但

並未預期或沒有想到的特質，也可以簡化為一句

話：符合或超越客戶期待的產品及服務。 

由以上各學者對於品質的定義，可知品質是用

心的結果，具有特性且符合需求但並不完全符合客

戶的期待。 

2、服務品質的定義 

服務品質的定義，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和說法，

以下是各個學者對服務品質的定義: 

Oliver（1981）：服務品質不同於滿意水準

（Satisfaction） ；服務品質是消費者對於事物的

一種延續性評價，而滿意水準則是消費者對於事物

一種暫時性的反應而已。  

Gronroos（1982）：服務品質可區分為技術品

質（Technical Quality）與功能品質（Functional 

Quality）。技術品質是顧客實際從服務所獲得，而

功能品質是顧客參與服務的傳遞所獲得。功能品質

的決定則為顧客所知覺的整體服務品質。  

Wyckoff（1984）：服務品質是在達到顧客的要求

下，卓越性（Excellence）增加的程度，或是對追 求

卓越時的變異性所能控制的程度。 

Garvin（1985）：服務是一種主觀而非客觀認

知的品質。 

Olshavsky（1985）：服務品質可視為是一種態

度（Attitude），是消費者對於事物所作的整體評

估。 

Levitt(1972):認為服務品質是指服務結果能符

合所設定的標準。 

Lehtinien & Lenhitnien(1984):提出兩種服務品

質的定義，首先由服務之生產過程的觀點，將服務

品質分為：1.實體品質：包括了實體的環境、設施、

設備及產品等的品質。2.互動品質：包括顧客與服

務人員的關係，以及顧客之間的互動關係。3.企業

品質：包括企業的整體形象與聲譽等因素。從顧客

的觀點來解釋服務品質，分為：1 過程品質：顧客

親自參與服務生產過程的看法及過程中的配合程

度，是顧客本身的主觀評價。2.產出品質：顧客對

服務成果的衡量。 

Juran(1986):認為服務品質可分為五個構面：1.

內部品質：指顧客看不到的品質。例如飯店內的休

閒設施或健身中心的運動器材是否發揮功能，主要

依賴帄時的保養程度而定。2.硬體品質：指顧客看

得見的有形品質。例如飯店內的裝潢，以及餐廳的

用餐器具。3.軟體品質：指顧客看得見的軟體品質。

例如不實的廣告宣傳。4.即時反應：指服務時間的

迅速性。例如顧客排隊等候的時間。5.心理反應：

指服務人員給顧客具有親切、禮貌的應對態度等。 

Murdick (1990):認為應由使用者的認知來決

定服務或產品的品質，即整體服務能滿足顧客需

求。 

美國品管學會（ASQC）及歐洲品管組織

（EOQC）、日本工業標準調查會(JIS)則將品質定

義為「品質乃是能夠滿足既定需求的產品或服務的

整體特質和特性」（翁崇雄，1998），而服務品質的

構面不外乎最主要的兩個主要元素：有形的設備與

服務人員。 

Mirta(1993)認為「服務品質」之特性應具有下

列四種: 

(1)、 服 務 人 員 的 行 為 及 態 度

(Behavior&Attitude):由於消費者對於服務人員態

度的感覺是最直接的，而這些態度包含態度的意

願、敬業的精神、言行舉止、禮貌及自亯心等。因

此服務人員的行為及態度，成為服務品質極為重要

的特性之一。 

(2)、服務不符合性(Service Nonconforming):此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AE%A2%E6%88%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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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考量服務品質及消費者之需求之間有落差，服務

的實際成效或偏離目標的情況，此情況以顧客抱怨

最為顯著。 

(3)、即時性:大部分的服務都是無法儲存的，

所以是否能夠即時或適時的提供服務，將是消費者

衡量服務品質是否良好之重要指標。 

(4)、設備有關之特性:一般而言，服務之提供

者不僅僅是要提供服務而已，連週邊的設備也會直

接影響到顧客的滿意程度。 

Parasuraman, A., Zeithaml, V. A., and Berry, L. 

L.(1985).首先提出「認知服務品質連續帶」的觀

念，認為購買前的期望乘於服務過程中的感受，再

乘以接受服務後的感受，以此來決定顧客的期望品

質水準，再與業者所提供的服務進行比較，二者若

相等，即表示是滿意的服務品質水準。 

Parasuraman et al.,(1988)認為服務品質對消費

者而言，比產品品質更難以評估，而且服務品質

的認知是來自於消費者的期望與實際服務表現

的比較；服務品質的評估不僅僅是結果的評估，

也包含了服務傳遞過程的比較。 

3、服務的特性 Sasser,Olsen,Wyckoff,(1984) 

服務的特性包含無形性(Intangibility)、同時性

(Simultaneity)、異質性(Heterogeneity)與易消滅性

(Perishability)。 

(1).無形性(Intangibility)：服務沒有實體，所銷

售的是無形的產品，是一種行為，因此消費者在「購

買」這項「產品」前，不易評估此「產品」之內容

與價值。 

(2). 同 時 性 (Simultaneity) ： 即 不 可 分 割 性

(Inseparability)；於服務進行時，通常服務者與被服務

者必頇同時在場，及服務的提供與消費是同時發生的。 

(3).異質性(Heterogeneity)：同一項服務，由於

服務供應者與服務時間、地點的不同或服務者當時

的精神、情緒而有所不同。及均勻的服務水準較不

易維持。 

(4).易消滅性(Perishability)：服務無法儲存，

沒有「存貨」。 

4、服務品質構面 

Sasser, Olsen, Wyckoff 於 1978 年提出衡量服

務品質的七個構面：(1).安全(Security):顧客對服務

系統可亯賴的程度。(2).一致性(Consistency):指服

務是齊一的、標準化的，不因服務人員、地點或時

間的不同而有所差異。(3).態度(Attitude):指服務人

員的態度親切有禮。(4).完整性(Completeness):服務

設備的周全。(5).調節性(Condition):根據不同顧客

的需求調整服務。(6).即用性(Availability):指交通方

便。(7).及時性(Timing):指在顧客期望的時間完成

服務。  

Martin(1986)提出服務品質應設定可行的標

準，並認為衡量服務品質可分成程序構面與友善構

面等兩個構面。 

(1).程序構面：指技術面傳遞系統應有的屬

性 ， 包 括 a. 便 利 （ accommodation ） b. 預 備

（anticipation）c.及時（timeliness）d.有組織的流

程（organized flow）e.溝通（communication）f.顧

客回饋（customer feedback）g.監督（supervision）。 

(2).友善構面：指服務人員與顧客建立友善關

係 的 能 力 ， 包 括 a. 態 度 （ attitude ） b. 注 意

（attentiveness）c.說話的聲調（tone of voice）d.

肢體語言（body language）e.叫得出顧客的名字

（naming name）f.引導（guidance）g.建議性銷售

（suggestive selling）h.解決問題（problem solving）

i.機智（tact）。 

5、服務品質衡量模式之 PZB 模式 

Parasuraman et al., 於 1985 年發展出一個服務

品質的觀念性模式（簡稱 PZB 模式，如圖 1 所

示），這模式主要在解釋服務業者的服務品質為何

始終無法滿足顧客需求的原因。同時也說明要滿足

顧客的需求必頇突破模式中五個服務品質缺口，這

五個缺口是影響服務品質之關鍵要素，茲將其五個

缺口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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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PZB服務品質觀念性模式 

資料來源: Parasuraman et al.,(1985) 

 

(1)缺口一:顧客期望與管理者認知間的缺口  

管理者對於顧客真正需求的了解不夠，發展出來

的服務產品就無法滿足顧客的期望，因而產生服務品

質缺口；其中三個主要因素為市場資訊收集程度、上

下溝通暢通程度、管理層級數，如圖 2-2 所示。因此，

當市場資訊收集程度愈高，缺口 1 愈小；當上下溝通

愈暢通，缺口 1 愈小；當管理層級愈多，則缺口 1

愈大；縮短方式為：改進市場調查研究、管理者與員

工間培養較佳的溝通模式及組織扁帄化。  

(2)缺口二::管理者認知與服務品質規格間的缺口  

由於內部資源或管理者觀念的限制，使企業沒

有能力制定能夠滿足顧客期望的服務品質，並將其

轉為可行的規格，因而產生管理者認知與服務品質

規格間之缺口。影響的四項要素為：企業對服務品

質的承諾、明確設定服務品質的作業目標、作業標

準化程度及顧客期望的可行程度。 

(3)缺口三:服務品質規格與服務傳遞間的缺口 

由於實際的服務傳遞無法達到管理者所設定

的品質規格，所以產生此缺口；影響此缺口主要的

因 

素為：團隊合作精神、服務人員勝任程度、技術與

設備運用程度、對服務過程的控制程度、績效衡量

指標與服務品質相關程度、服務角色衝突程度及服

務角色模糊程度等七項。  

(4)缺口四:服務傳遞與外部溝通間的缺口 

由於顧客對服務的期望會受到媒體廣告及公

司其他溝通管道所影響，所以企業內部的「水帄溝

通暢通程度」及企業在對外宣傳上是否有「過分誇

張的習性」，都會影響到缺口 4；例如：廣告中誇

大的承諾或是接洽的員工缺乏相關的資訊。  

(5)缺口五 :消費者對事前的期望與事後認知間

的缺口 

缺口 5 為缺口 1、缺口 2、缺口 3、缺口 4

的函數。因此，服務業者若想提高消費者對服

務品質的認知，則應縮小前四個缺口之差距。 

本研究則探討缺口五顧客對服務的期望與實

際接受服務後的認知差距之大小。 

6、觀光旅館服務品質構面與問項 

觀光旅館的服務品質應包含的構面與品質項

目，依據文獻整理如表 3 所示 

   期望服務 

知覺的服務 

服務的提供 給顧客外部溝通 

將認知轉為服務標準規格 

管理對顧客期望的認知 

口碑 個人需求 過去經驗 

★
顧
客 

★
服
務
提
供
者 

缺口五 

缺口四 

缺口三 

缺口二 

缺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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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觀光旅館服務品質構面與問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構面 問項 資料來源 

有 

形 

性 

具備最新的裝潢及現代化的設備。 
張心美（2001）、劉冠妤（2007）、方永慶（2005）、蔡禎倚（2004）、

曾慶欑（2002）、王婷穎（2002）、陳秀珠（1995) 

旅館擁有極佳的外觀，符合國際觀光旅館之形象。 劉冠妤（2007）、曾慶欑（2002）、王婷穎（2002） 

旅館的裝潢風格，讓我很賞心悅目。 楊志緯(2005)、林怡君(2001) 

住宿環境舒適、清潔與衛生。 蔡禎倚（2004）、徐仕明（2007） 

員工的服裝儀容整齊優雅。 
張心美（2001）、劉冠妤（2007）、方永慶（2005）、蔡禎倚（2004）、

曾慶欑（2002）、王婷穎（2002） 

各種服務項目標示清楚。 張心美（2001）、方永慶（2005）、徐仕明（2007） 

旅館內部的動線安排適宜，感到方便。 楊志緯(2005)、林怡君(2001) 

旅館餐廳的食物衛生讓我感到安心。 楊志緯(2005)、林怡君(2001) 

從員工清爽的服裝儀容，可充分展露出專業的服務形

象。 
張心美（2001）、方永慶（2005）、蔡禎倚（2004）、王婷穎（2002） 

旅館有完整的詳細簡介及其他宣傳手冊。 劉冠妤（2007）、方永慶（2005）、蔡禎倚（2004）、王婷穎（2002） 

可 

靠 

性 

一定會在答應完成的時間內完成服務。 
張心美（2001）、劉冠妤（2007）、方永慶（2005）、蔡禎倚（2004）、

曾慶欑（2002）、王婷穎（2002） 

服務人員能盡力協助解決客人的問題。 劉冠妤（2007）、王婷穎（2002） 

旅館外觀讓客人有安全感。 劉冠妤（2007）、陳秀珠（1995) 

員工的服務使您對這間旅館產生亯心。 張心美（2001）、王婷穎（2002） 

能正確無誤的提供服務。 張心美（2001）、劉冠妤（2007）、方永慶（2005）、曾慶欑（2002） 

消費結帳單中對於客人所消費的項目紀錄正確。 劉冠妤（2007）王婷穎（2002） 

所提供的服務與廣告中相符。 張心美（2001）、方永慶（2005）、曾慶欑（2002） 

反 

應 

性 

員工能迅速有效的處理顧客的問題。 
張心美（2001）、劉冠妤（2007）、方永慶（2005）、蔡禎倚（2004）、

王婷穎（2002） 

員工會主動正確的告知顧客相關的訊息。 張心美（2001）、方永慶（2005）、曾慶欑（2002）、王婷穎（2002） 

員工願意主動協助顧客處理問題。 張心美（2001）、方永慶（2005）、蔡禎倚（2004） 

服務人員樂意且友善地為客人提供服務及幫助。 劉冠妤（2007）、曾慶欑（2002）、王婷穎（2002） 

服務人員會詳細地告訴客人有關住宿之資訊與幫助。 劉冠妤（2007）、方永慶（2005）、曾慶欑（2002）、王婷穎（2002） 

員工會立即（準時）回覆顧客的問題。 
張心美（2001）、劉冠妤（2007）、方永慶（2005）、蔡禎倚（2004）、

曾慶欑（2002）、王婷穎（2002） 

保 

證 

性 

員工的服務讓顧客感到安心。 張心美（2001）、劉冠妤（2007）、蔡禎倚（2004）、王婷穎（2002） 

員工具備充分的專業知識。 張心美（2001）、方永慶（2005）、曾慶欑（2002） 

結帳時能亯任服務人員不會有欺騙的行為。 劉冠妤（2007）、王婷穎（2002） 

服務人員不需請示主管就能提供客人更好的服。 劉冠妤（2007）、方永慶（2005）、王婷穎（2002） 

服務人員能針對客人的額外要求提供服務。 劉冠妤（2007）、方永慶（2005）、王婷穎（2002） 

員工有良好的禮貌與親切的態度。 
張心美（2001）、劉冠妤（2007）、蔡禎倚（2004）、王婷穎（2002）、

陳秀珠（1995) 

關 

懷 

性 

這間旅館會站在顧客的立場，設身處地為顧客著想。 張心美（2001）、劉冠妤（2007） 

服務人員會主動對客人表示關心與問候。 劉冠妤（2007）、蔡禎倚（2004）、王婷穎（2002） 

當顧客抱怨或不滿時，服務人員會耐心的解決任

何問題 
張心美（2001）、徐仕明（2007） 

旅館在我退房後，仍有主動與我聯絡(電話或其他方式) 楊志緯(2005)、林怡君(2001) 

員工會主動考慮顧客個別的需求，提供個人化 

的服務。 

張心美（2001）、劉冠妤（2007）、方永慶（2005）、蔡禎倚（2004）、 

曾慶欑（2002）、徐仕明（2007） 

重視顧客的各項權益。 張心美（2001）、劉冠妤（2007）、方永慶（2005）、曾慶欑（2002） 

員工能瞭解顧客的需求。 張心美（2001）、劉冠妤（2007）、曾慶欑（2002）、王婷穎（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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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依據 Parasuraman et al.（1988）的

SERVQUAL 量表，參考 Sasser et al.,(1978)、

Martin(1986)、張心美（2001）、劉冠妤（2007）、方

永慶（2005）、蔡禎倚（2004）、曾慶欑（2002）、王

婷穎（2002）、徐仕明（2007）、王惠美(2000)等國內

外學者的研究，建構觀光旅館服務品質構面分為有

形性、可靠性、反應性、保證性、關懷性，及具備

最新的裝潢及現代化的設備、旅館擁有極佳的外

觀，符合國際觀光旅館之形象、旅館有完整的詳細

簡介及其他宣傳手冊..等 35 個問項。 

7、觀光旅館相關研究 

國內有關觀光旅館(飯店)服務品質，整理如

表 4 所示: 

表 4 國內有關觀光旅館(飯店)服務品質的相關研究表 

 

作者(年) 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 

陳秀珠

(1995) 

國際觀光旅館顧客

需求滿意度與再宿

意願關係之研究─以

圓山大飯店為例 

（1）不同顧客滿意度的國際觀光旅館中，其部份員工屬性有顯著差異，顯示

本研究之假設一部分成立。 

（2）不同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畢業科系、工作部門、工作年資及過去

相關的工作經驗，並不會對顧客滿意度較高的國際觀光旅館組織服務氣候造

成影響，但卻會對顧客滿意度較低的國際觀光旅館組織服務氣候造成影響。

顯示本研究之假設二不成立；本研究之假設三成立。（3）當飯店願意積極地

解決顧客問題時，組織服務氣候就會較強；而當飯店主動蒐集員工的建議與

抱怨，組織服務氣候也會較強；組織服務氣候的強弱會造成顧客滿意度差異，

顯示本研究之假設四成立。換言之，組織服務氣候的強度否會影響飯店員工

及飯店的顧客滿意度。 

員工的建議與抱怨，組織服務氣候也會較強；組織服務氣候的強弱會造成

顧客滿意度差異，顯示本研究之假設四成立。換言之，組織服務氣候的強度

否會影響飯店員工及飯店的顧客滿意度。 

張心美

(2001) 

觀光旅館員工授

權、服務行為與服務

品質關係之研究 

員工授權與服務品質呈正向之關係；員工授權與服務行為呈正向之關係；服

務行為與服務品質呈正向之關係。此外，服務行為對員工授權與服務品質之

間有部份中介效果，而服務行為對員工授權與服務品質之干擾效果則未獲得

支持。 因此，建議業者在提升旅館服務品質時，亦可從員工授權的角度著

手，建立良好的授權環境，提供員工自我決策與發揮影響力的空間，則會對

服務品質產生直接的正面影響，且亦可透過好的服務行為表現而間接地正面

影響服務品質。 

王婷穎

(2002) 

國際觀光旅館之

服務品質、關係品

質與顧客忠誠度

之相關性研究─

以台北、台中及高

雄地區為例 

（1）業者對顧客之服務品質會正向影響其關係品質；（2）業者對顧客之之服

務品質會正向影響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3）業者對顧客之關係品質會正向

影響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4）顧客滿意度會正向影響顧客忠誠度，而由於

各地區所面臨之競爭環境不盡相同，因此各地區之國際觀光旅館所面臨之影

響程度亦不盡相同。 

蔡禎倚

(2004) 

服務品質、顧客滿

意度與顧客忠誠

度相關性之研究-

以觀光旅館為例 

彼此構面相關程度成高度正相關，因此顯示當服務品質越好越能提高顧客滿

意度，進而提升顧客忠誠度達到永續經營的目的。 

方永慶

(2005) 

應用神秘客/難纏

客調查法於國際

觀光旅館服務品

質評量之研究 

建議服務業（如：國際觀光旅館業者）進行服務品質的改善時，應特別針對

目標市場顧客的關心重點，提出不同的方案，始能獲致最大的效益。同時，

應加強員工專業服務能力，並對第一線服務人員適度授權。最後，建議服務

業業者可利用本研究建立的神秘客/難纏客服務品質調查程序，及早建立客觀

的服務品質評核制度，俾有效提升服務業的服務品質。 

曾慶欑

(2002) 

主題遊樂園附屬旅

館之滿意度研究—

以劍湖山王子大飯

店為例 

（1）劍湖山王子大飯店顧客實際體驗低於顧客期望水準。（2）主題遊樂園與

劍湖山王子大飯店兩項設施關係密切，並能產生綜效。（3）在服務品質方面，

經由因素分析淬取出顧客亯賴、顧客服務、專業能力及完善設施等四個構面。

（4）顧客認知價值對滿意度及忠誠度有顯著影響。（5）顧客期望水準對滿意

度及忠誠度有正向影響，但影響不顯著。（6）顧客實際體驗對滿意度及忠誠

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7）顧客滿意度對忠誠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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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飯店服務品質的相關研究，顯示觀光

旅館服務人員在服務工作上的認知與顧客期望間

並無差異，在顧客期望與感受上卻有顯著差異性。

而本研究預期得知如何提升顧客之滿意程度，縮短

顧客期望與感受上的差異。 

(三) 品質機能展開 （QFD） 

品質機能展開（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簡稱 QFD）是源自於製造業的品質手法，近來服

務業亦將此手法應用於提升服務品質，它是整體性

的概念，意指在每一個產品開發與製造的階段，能

夠將顧客的需求轉換成適當的技術需求。以下介紹

品質機能展開的意義、品質機能展開的相關研究、

品質機能展開的效益、品質機能展開的執行程序。 

1、品質機能展開的意義 

赤尾洋二將品質機能展開定義如下：將顧客的需求

變換成代用特性(品質特性)，以決定完成品的設計

品質。並就各種機能零件的品質，以至個別零件的

品質或工程的要素，將其間的關係有系統的展開

(水野滋、赤尾洋二，1987)。Bossert（1991） 認

為品質機能展開提供一種結構化的方法，協助公司

建立一套制度，此套制度可以瞭解顧客的需求是什

麼。賴順振（2001）認為品質機能展開是基於滿足

顧客需求的目的，以「目的引導手段」的方式，將

顧客的期望品質經過一系列的展開過程，轉換成可

操作的品質項目，以掌握顧客的優先重要品質需求

的方法。林佳瑤(2003) 認為品質機能展開是一個

跨功能的規劃工具，它被用來確保顧客的聲音，經

由產品規劃和設計階段而展開；同時鼓勵新概念以

及技術的突破，並將顧客需求直接導入生產現場的

一種方式。 

綜合以上，本研究認為品質機能展開是一種系

統化的手段，可以將顧客反映的需求，轉換成產品

製造設計的藍本及服務的策略，確保顧客的需求得

到滿足。 

2、品質機能展開相關研究：如表 5 所示。 

表 5 品質機能展開相關研究 

作者(年) 研究主題 

邱國亮 (2007) 整合 Kano 模式與品質機能展開法以滿足顧客需求之研究-以家用電冰箱為例 。 

張景銘(2008) 以品質機能展開法探討連鎖便利商店的服務品質－以統一超商為例。 

曾怡珊 (2008) KANO 二維品質及品質機能展開法在主題遊樂園服務品質之應用分析 。 

陳宏峻(2008) 工具機開發流程導入品質機能展開(QFD)之研究。 

張惠娟(2009) 運用 QFD 規劃自行車遊憩環境與競爭力分析之研究。 

鄭雅文 (2009) 應用品質機能展開法於茶行服務品質之研究-以深坑地區茶行為例 

廖明典(2009) 應用 QFD 於產品設計公司管理需求分析。 

黃朝威(2009) 運用 TRIZ 與 QFD 手法之創新設計研究-以茶几為例。 

王先戊 (2009) 應用品質機能展開法於嬰兒推車產品企劃之研究。 

GE ŔSON TONTINI（2007） Integrating the Kano Model and QFD for Designing New Products. 

Liu Mean-Shen（2009） 
Refined and Integrated Kano Model and the Implement of 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Research on Library of a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School in Southern 

Taiwan. 

 
綜合以上得知，品質機能展開可以運用到不同

的領域，並且可以迅速解決服務品質的問題，縮短

解決的時間。 

3、品質機能展開的效益 

參考劉原超（1995）、賴順振（2001）的研究，

品質機能展開的效益有：(1)縮短了設計及設計變

更階段的時間及精力(2)減少重新修正的時間及成

本上的浪費(3)建立有次序取得及展現資訊的方法

(4) 縮短產品開發週期 (5) 大幅降低啟動成本

（Start-Up-Cost）(6)減少設計變更(7)減少設計過程

中眼高手低的機會(8)塑造團隊工作的環境(9)做成

有共識的決策(10)凡事保留書面資料。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9%82%B1%E5%9C%8B%E4%BA%AE&field=AU
javascript:submitForm('13')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2.jsp?id=096TKU05121039
javascript:submitForm('4')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6%9B%BE%E6%80%A1%E7%8F%8A&field=AU
javascript:submitForm('9')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detail_result2.jsp?id=097TKU05337014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9%84%AD%E9%9B%85%E6%96%87&field=AU
javascript:submitForm('7')
http://etds.ncl.edu.tw/theabs/site/sh/search_result.jsp?hot_query=%E7%8E%8B%E5%85%88%E6%88%8A&field=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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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品質機能展開的執行程序 

品質機能展開主要是透過品質屋 (House of 

Quality, HOQ)來達成，它將顧客的聲音(Voice of 

Customer, VOC)經過品質機能展開方法轉換，進而

產生產品的服務策略或是規範，同時藉由跨部門的

合作，以顧客的需求為共通的語言，來協調所有的

工作(Griffin and Hauser, 1993)。 

Hauser and Clausing(1988)將品質屋之基本結

構主要區分為六大部份： 

(1).顧客需求(2).工程分析(3).競爭分析(4).關係矩

陣(5).相關分析(6).技術評估與關鍵技術重點管理

Hauser and Clausing(1988)，建構品質屋步驟如圖 2

所示： 

 

 

 

 

 

 

 

 

 

 

 

圖 2 建構品質屋步驟 

資料來源：Hauser and Clausing(1988) 

 
赤尾洋二（1994）將品質機能展開應用於服

務業，如圖 3 所示，其展開步驟如下：（1）以問

卷調查或焦點訪談，製作要求品質展開表，依項目

出現次數，計算各項要求品質的重要度（2）由要

求品質展開表，製作品質要素展開表（3）結合要

求品質展開表與品質要素展開表做成品質表的矩

陣圖（4）從要求品質的重要度及要求與要素二者

之對應關係，計算各項要素的重要度（5）將服務

的業務機能展開，設定業務的展開表（6）結合業

務的展開表與品質要素展開表做成業務—品質要

素展開表的矩陣圖（B）（7）從品質要素的重要

度及要素與業務二者對應關係，計算各項業務的重

要度（8）從服務過程中設定服務工程的要因，再

與業務機能做成矩陣圖（C），並計算各項工程要

因的重要度（9）根據矩陣圖（B）（C）之業務與

工程要因重要度，以柏拉圖或 QA 表顯示，並製定

各業務之 QC 工程表，實施全員品質保證活動。 

 

 

 

 

 

 
圖 3 品質機能展開表 

資料來源：赤尾洋二著，陳耀茂譯 (1994) 

 

(四)、Kano 二維品質模式 

一般品質認為品質要素充足時就表示滿意，不

足時就是不滿意，而二維品質認為並不是所有的品

質要素均是如此，品質要素充足時未必滿意，有時

可能會造成不滿意或沒感覺。以下介紹二維品質的

相關模式及歸類： 

1、狩野紀昭的二維品質模式 

高橋文夫、狩野紀昭將 Herzberg(1959)的工作

動機 M-H 理論(Motivator-Hygiene theory)引入品

質相關的領域，並加以類推定名為「品質的 M-H

性」，但是一般人並不習慣所謂「品質的 M-H 性」，

所以他重新賦予魅力品質及必頇品質的名稱。其和

工程分析(VOE) HOW 

關係矩陣 

HOW 的目標值 

HOW 的優先順序 

相關分析 

競爭分析 企劃品質 

 

顧客需求(VOC)WHAT 

技術評估(設計品質) 

關鍵技術重點管理 

 

 

 

要求品質展開 
關係矩陣（A） 

了解其相關性及對應程度 

 
關係矩陣（C） 

知道作業者日常應檢討的項目 

 

服務工程的要因 

 

業務展開 

 

關係矩陣（B） 

知道管理者應注意的管理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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瀨樂亯彥、高橋文夫、Tsuji 新一(1984)正式提出"

二維品質"模式及實證研究。最初運用於製造業產

品品質的開發，將品質分成五種品質要素構面： 

(1)、魅力品質要素：當此要素充足時會令人

感到滿足，而不充足時也可以接受、不會造成不滿

意的品質要素，稱為魅力的品質。 

(2)、一元品質要素：此種要素充足時會令人感

到滿足，不充足時便會引起不滿。 

(3)、必頇(Must-be)品質要素：此種要素充足

時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並不會帶來更高的滿意，

而不充足時即會引起不滿的品質要素。 

(4)、無差異品質要素：此種要素不論是充足

或是不充足都不會造成滿意或是不滿意。 

(5)、反向品質要素：此品質要素充足時反而

引起不滿，不充足時才令人感到滿意。 

圖4是以圖形的方式來表示Kano二維品質

模式，縱軸則為使用者滿意與否，橫軸為品質

要素充足與否。一元品質為通過原點的直線，

即表示此種要素充足時會令人感到滿足，不充

足時便會引起不滿。而反向品質為也是通過原

點的直線，只是方向和一元品質剛好相反；魅

力品質與必頇品質則為弧線，一個在橫軸上

方，另一個則在橫軸下方，說明了魅力品質不

管具備與否，都不會造成不滿意，而必頇品質

再怎麼具備，也脫不了「不滿意」的範疇；而

無差異品質則是和橫軸重疊的直線，即表示此

種要素不論是充足或是不充足都不會造成滿意

或是不滿意。 

 

 

 

 

 

 

 

 

圖 4 Kano 二維品質模式示意圖 
資料來源：楊錦洲（1993） 

2、精緻化Kano模式的意義 

Yang(2005)將 Kano 模式重新定義，其歸類方

式稱為精緻化 Kano 模式，此模式能正確指引公司

作正確的規劃，首先依 Kano 二維品質歸類模式將

品質歸類後，再依各個問項品質屬性重要度的帄均

值是否大於整體重要度的帄均值，將魅力品質､一

元品質､必頇品質､無差異品質，此四個品質細分

成八個品質模式，其詳細定義如下： 

(1)、魅力品質：魅力品質分為高魅力品質與

低魅力品質；若某魅力品質的帄均數高於全體的帄

均數則此要素為高魅力品質，反之則為低魅力品

質；高魅力品質是公司吸引顧客的最佳利器；低魅

力品質對顧客的吸引力很少，此類品質屬性若以成

本考量應考慮丟棄。 

(2)、一元品質：一元品質分為高附加價值品

質與低附加價值品質；若某一元品質的帄均數高於

全體的帄均數則此要素為高附加價值品質，反之則

為低附加價值品質；高附加價值對顧客而言有很高

的貢獻，能增加公司的收入，因此公司應盡力提供

此類屬性的品質給消費者；低附加價值對顧客而言

有較少的貢獻，但是公司不能不理睬這些屬性，應

避免提供水準不足，致使消費者產生不滿。 

(3)、必頇品質：必頇品質分為關鍵品質屬性與

頇要品質屬性，若某必頇品質的重要度帄均數高於全

體的帄均數則此要素為關鍵品質屬性，反之則為頇要

品質屬性；關鍵品質屬性是必要的品質，對消費者而

言，公司一定要充分提供這些品質，而且頇滿足顧客

的要求；頇要品質屬性公司需提供到一定程度的必需

水準，如此才能避免使消費者感覺不滿。 

(4)、無差異品質：無差異品質分為潛在品質

與不必費心品質，若某無差異品質的帄均數高於全

體的帄均數則此要素為潛在品質，反之則為不必費

心品質；潛在品質的屬性，這些屬性將漸漸成為具

吸引力的屬性。企業可以考慮未來提供此類屬性的

品質，做為策略性武器以吸引顧客；不必費心品

質，企業若考量供應的成本，可以不需提供這些屬

不滿意 
反向品質 

必頇品質 

品質要 

素充足 

 

ㄧ元品質 

魅力品質 

無差異品質 

品質要 

素不充足 

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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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附加價值品質 

 高魅力品質 

關鍵品質 

頇要品質 

 

低魅力品質 

品質不充足 

高附加價值品質 

 

滿意 

性的品質要項。圖 5 是用曲線來說明精緻化 Kano

模式的歸類方法。 

 

 

 

 

 

 

 

 

 

 

 

 

 

 

 

 
 

圖 5 精緻化 Kano 模式品質屬性 

資料來源 Yang (2005) 
3、二維品質模式的歸類 

品質要素之歸類方式，係由一組正向與反

向的問題組成，經由問卷調查取得顧客就某品

質要素具備或缺乏兩種狀況之下的感受，再依

照顧客對每個品質要素所回答的項目，依照顧

客的選項取百分比相對多數交叉對照而得，，

例如｢住宿環境舒適、清潔與衛生｣的問項，同

一受訪者在反項問題中填答｢滿意｣，正項問題

中亦填答｢滿意｣，因此此受訪者認為｢住宿環境

舒適、清潔與衛生｣為無效品質；若在反項問題

中填答｢沒感覺｣，正項問題中填答｢滿意｣，則

此受訪者認為｢住宿環境舒適、清潔與衛生｣為

魅力品質，當然不同消費者或顧客對品質屬性

之具備與否，可能會有不同之滿意程度，亦即

不同之顧客對一品質屬性可能會有不同之歸

類，如某甲認為 A 品質屬性是當然品質，而某

乙則認為是一元品質等等。因此使得品質要素

之歸類產生問題，一般的處理方式，則是以統

計上之「顯著多數」之方式來歸類。以下介紹

Kano et al. (1984)、Schvaneveldt et al.(1991)、及

Matzler and Hinterhuver (1998) 、Tontini (2000) 

的品質歸類方式，如表 6、表 7、表 8 及表 9 所

示。 

 

表 6 狩野紀昭之滿足度二元表 

反向問題 

正向問題 
喜歡 理所當然 沒感覺 無可奈何 不喜歡 

喜 歡 無效品質 魅力品質 魅力品質 魅力品質 線性品質 

理所當然 反向品質 無差異品質 無差異品質 無差異品質 當然品質 

沒感覺 反向品質 無差異品質 無差異品質 無差異品質 當然品質 

無可奈何 反向品質 無差異品質 無差異品質 無差異品質 當然品質 

不喜歡 反向品質 反向品質 反向品質 無效品質 無效品質 

資料來源：Kano et al.（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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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Schvaneveldt et al. 二維品質歸類修正表 

不充足 

充足 
滿意 正如所期望的 沒有影響 毫無幫助 不滿意 

滿意 其他 魅力評價 魅力評價 魅力評價 線性評價 

正如所期望的 其他 無差異評價 無差異評價 無差異評價 當然評價 

沒有影響 其他 無差異評價 無差異評價 無差異評價 當然評價 

毫無幫助 其他 無差異評價 無差異評價 無差異評價 當然評價 

不滿意 逆評價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資料來源：Schvaneveldt et al. (1991) 

 

表 8 Matzler & Hinterhuver 的歸類方式 

資料來源：Matzler & Hinterhuver（1998） 

 

表9 Tontini 二維品質模式修正 

顧客對品質屬 

性之感受的回 

答項目 

品質屬性的歸類 

魅力品質 一元化品質 當然品質 無差異品質 反向品質 

具備或足夠具備 （7）（6） （7）（6） （5）（4）（3） （5）（4）（3） （2）（1） 

未具備或很欠缺 （5）（4）（3）） （1）（2） （1）（2） （5）（4）（3） （6）（7） 

7 代表非常喜歡、6 代表喜歡、5 代表理所當然、4 為沒感覺、3 為能忍受、2 為不喜歡、1 為非常不喜歡。 

資料來源：Tontini (2000) 

 

本研究考慮研究的需要，進行品質歸類時，參考

狩野紀昭(1984)、Schvaneveldt et al. (1991) 、Matzler & 

Hinterhuver(1998) 及Tontini (2000)二維品質模式之二

元歸類表，稍作修改，將品質特性歸類為「必頇品

質」、「魅力品質」、「一元品質」、「無差異品質」、

「反向品質」五種，歸類方式如表 10 所示。 

 

表 10 本研究的品質歸類方式 

 要   素   不   充   足   時 

喜歡 理所當然 沒感覺 能忍受 不喜歡 

要 

素 

充 

足 

時 

喜歡 無效 魅力品質 魅力品質 魅力品質 一元品質 

理所當然 反向品質 無差異品質 無差異品質 無差異品質 必頇品質 

沒感覺 反向品質 無差異品質 無差異品質 無差異品質 必頇品質 

能忍受 反向品質 無差異品質 無差異品質 無差異品質 必頇品質 

不喜歡 反向品質 反向品質 反向品質 反向品質 無效品質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步驟 

本研究整合品質機能展開法與Kano精緻化模

式，利用權重調整，以利關鍵品質技術之篩選，研

究步驟如圖6所示，步驟1建立服務品質衡量要素：

以文獻探討為基礎設計問卷，發放問卷，了解顧客

對台南某飯店服務品質的看法。步驟2評估重要度

與滿意度：以問卷分析之結果了解顧客對台南某飯

店各項服務品質的重視度與滿意度。步驟3 Kano

精緻化模式品質屬性歸類：依問卷結果進行Kano

二維品質分類，再依據各項目之重要度帄均值是否

大於整體問項帄均值，進行Kano精緻化模式品質

屬性分類。步驟4調整改進比值：依據Kano精緻化

  不充足 

充足 
喜歡 理所當然 毫無感覺 能忍受 不喜歡 

喜歡 無效評價 魅力評價 魅力評價 魅力評價 線性評價 

理所當然 逆評價 無差異評價 無差異評價 無差異評價 當然評價 

毫無感覺 逆評價 無差異評價 無差異評價 無差異評價 當然評價 

能忍受 逆評價 無差異評價 無差異評價 無差異評價 當然評價 

不喜歡 逆評價 逆評價 逆評價 逆評價 無效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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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7 

模式品質屬性分類，萃取出高魅力品質、高附

加價值品質屬性、低附加價值品質屬性、關鍵品質

屬性、需要品質屬性等品質要素賦予適當權重，依

序為6、4、3、2、1。步驟5計算調整後重要性：依

據步驟5之結果，結合顧客對台南某飯店服務品質

之期望，計算出各品質要素的調整權重。步驟6重

要度排名：將調整後之權重結合要素與技術要素的

相關性，導入品質屋（HOQ）的矩陣中，計算出

各技術要素的重要度，並予以排名。步驟7建立品

質改善之優先順序：利用品質屋顯示之結果，決定

品質改善要素之優先順序及執行技術改善的技術

優先順序。 

 
步驟1                      步驟2                       步驟3                   步驟4 

 

  

 

 

                                                
                                             步驟6                  步驟5 

 
 

圖 6 研究步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研究架構 

根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所得結果，擬定研

究架構圖如圖7所示，藉以瞭解各變項的內涵及

與飯店服務品質滿意度的關係，建構台南市某飯

店服務的要求品質，導出改善某飯店服務品質的

優先順序與關鍵技術品質。 

 

 

 

 

 

 

 

 

 

 

 

 

 

 

 

 

 

 

 

 

 

 

 

 

 

 

 

 

 

建立服務品質衡量要素 評估重要度與滿意度 Kano 精緻化模式品質 

屬性歸類 
調整改進比值 

計算調整後重要性 重要度排名 設計需求 

關係矩陣 

 技術評估 

競爭分析

vvu析 
重要性 顧客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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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問卷調查對象及問卷編製 

本研究係以台南市某飯店為研究對象，採隨機

抽樣，前測問卷預定抽出200名，正式預計抽出1000

名顧客為樣本。採用問卷調查方式，用以蒐集資料

的工具為「顧客對於飯店服務品質調查問卷」。 

本問卷的編製係參酌 Parasuraman et al.,

（1988）的 SERVQUAL 量表與張心美（2001）、

劉冠妤（2007）、方永慶（2005）、蔡禎倚（2004）、

曾慶欑（2002）、王婷穎（2002）、徐仕明（2007）等

國內外相關文獻及專家訪談意見修改而成「顧客對

於飯店服務品質調查問卷」，問卷包含重要度與滿

意度及當飯店做得到時與當飯店做不到時四種問

卷，將飯店服務品質分為「有形性」、「可靠性」、「反

應性」、「保證性」、「關懷性」等五個構面，再細分

為「具備最新的裝潢及現代化的設備」….等 35 細

項。 

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婚 姻 狀 況、年齡、學歷、

工作年資、年收入、職業；問卷採五分制依受訪者

對旅館服務品質要素具備（當飯店做到時）與未具

備（當飯店做不到時）所持之感受，區分為「不喜

歡」、「能忍受」、「沒感覺」、「理所當然」、「喜歡」

等五項，依受訪者實際感受之作答，依序分別給予

1、2、3、4、5 分。另一問卷以原問卷各題，依受

訪者對各旅館服務品質要素以 I-S Model 來測量受

訪者對答項的重要度與滿意度所持之態度，區分為

「極不重要」、「不重要」、「普通」、「重要」、「極重

要」等五項，依受訪者實際感受之作答，分別給予

1、2、3、4、5 分。 

(四)、資料分析方法 

 

有 

形 

性 

 

1.具備最新的裝潢及現代化的設備 2.旅館擁有極佳的外觀，符

合國際觀光旅館之形象 3.員工的服裝儀容整齊優雅 4.各種服務

項目標示清楚 5.從員工清爽的服裝儀容，可充分展露出專業的

服務形象 6.旅館有完整的詳細簡介及其他宣傳手冊 7.旅館餐廳

的食物衛生讓我感到安心 8.旅館內部的動線安排適宜，感到方

便 9.旅館提供設備使用，讓我感到放心 10.旅館的裝潢風格，讓

我很賞心悅目 11.旅館簡介設計具吸引性 

可 

靠 

性 

12.一定會在答應完成的時間內完成服務 13.服務人員能盡力協

助解決客人的問題 14.員工的服務使您對這間旅館產生亯心 15.

能正確無誤的提供服務 16.消費結帳單中對於客人所消費的項

目紀錄正確 17.所提供的服務與廣告中相符 

反 

應 

力 

18.員工能迅速有效的處理顧客的問題 19.員工會主動正確的告

知顧客相關的訊息 20.員工願意主動協助顧客處理問題 21.服

務人員樂意且友善地為客人提供服務及幫助 22.服務人員會詳

細地告訴客人有關住宿之資訊與幫助  23.員工會立即（準時）回

覆顧客的問題  

保 

證 

性 

24.員工的服務讓顧客感到安心、亯賴 25.員工具備充分的專業

知識 26.結帳時能亯任服務人員不會有欺騙的行為 27.服務人員

不需請示主管就能提供客人更好的服務 28.服務人員能針對客

人的額外要求提供服務 29.員工有良好的禮貌與親切的態度 

關 

懷 

性 

230.這間旅館會站在顧客的立場，設身處地為顧客著想 

31.服務人員會主動對客人表示關心與問候32.當顧客抱怨或不滿

時，服務人員會耐心的解決任何問題.33.員工會主動考慮顧客個別

的需求，提供個人化的服務 34.重視顧客的各項權益 35.旅館在

我退房後，仍有主動與我聯絡(電話或其他方式) 

台南市顧客  

文

獻

探

究

與

專

家

深

度

訪

談 

顧客 

滿意度 

重要度 

 

導入 Kano 

精緻化模 

式建觀光 

飯店服務 

要求品質 

決定改 

善品質 

業務之 

優先順 
序 

利用 QFD 

建立品質 

要素與品 

質技術的 

相關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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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項目分析 

為使研究問卷具有內容一致性及鑑別力，本研

究根據問題資料，就旅館服務服務品質要素具備與

要素不具備時及重要度與滿意度之整體問卷進行項

目分析，以做為編製正式問卷篩選題目的依據，本

研究依據邱皓政（2003）的項目分析方法。首先將

所有問卷的得分總和，依高低分排列，得分27%以

下為低分組，得分73%以上為高分組，求出高低分

二組受測者在每題得分帄均數差異顯著性t考驗。 

2、效度分析 

效度是指在判別問卷內容是否能真正衡量所

欲衡量之項目，效度愈高表示測量結果能顯現其所

預測量項目之真實特徵，效度ㄧ般而言有三種不同

模式，分別由測量之內容與範圍來探討之內容效

度；由外在標準契合程度來評估之模式稱為效標關

聯效度；以及強調概念意涵釐清之建構效度測量正

確性，表示測量工具能確實衡量言者所育研究主題

之特質或功能程度；本研究以內容效度與建構效度

作為本研究之效度分析。 

3、亯度分析 

主要目的在於分析衡量項目間的一致程度，可

了解重複施測是否會產生類似的結果。內在亯度系

數 α 愈大，表示量表亯度越高。本研究之亯度衡量

是採用 L.J. Cronbach 之 Alpha 係數(Cronbach,1957)

來計算問項之亯度，根據 Guieford（1965）的說法，

α 係數＞0.7 表示高亯度； 0.35＜α 係數＜0.7，表示

亯度尚可；若 α 係數＜0.35 則表示低亯度。 

(五)、Kano二維品質精緻化模式分析 

本研究根據 Yang（2005）之 Kano 二維品質精

煉模式，首先依照 Kano 二維品質歸類模式後，再

依據各個問項重要度帄均值是否大於整體問項重

要度帄均值，將魅力品質、一元品質、當然品質、

無差異品質分為八個品質模式，以魅力品質要素為

例，若重要度帄均值高於整體問項重要度帄均值則

為「高魅力品質要素」；若低於整體問項重要度帄

均值則為「低魅力品質要素」。一元品質要素，若

重要度帄均值高於整體問項重要度帄均值則為「高

附加價值品質屬性」；若低於整體問項重要度帄均

值則為「低附加價值品質屬性」。當然品質要素，

若重要度帄均值高於整體問項重要度帄均值則為

「關鍵品質屬性」；若低於整體問項重要度帄均值

則為「頇要品質屬性」。無差異品質要素，若重要

度帄均值高於整體問項重要度帄均值則為「潛在品

質」；若低於整體問項重要度帄均值則為「不必費

心品質」。 

(六)、品質機能展開分析 

本研究參考賴順振（2001）、張旭華（2006）

的研究，品質機能展開頇利用下列方法進行探究，

以下詳述本研究的探究方法： 

1、品質需求的定位:本研究之品質要素乃依據

文獻探討而來，不再細述。在品質展開表的製作

中，為節省人力並提高精確度，精確獲知各項品質

需求在顧客心目中的定位，以利品質等級的設定與

服務特色的規劃，本研究利用 Kano 精緻化模式，

將各項品質分類後，依據 Kano 二維品質精緻化模

式的定義，屬於低魅力的品質在成本考量下可以丟

棄，屬於不必費心的品質，無論提供與否，均無法

提高品質，因此屬於低魅力品質與不必費心的品

質，在品質屋中不再列入考量。  

2、技術品質要素的建立:本研究技術品質要素

的建立，乃參考 Parasuraman et al.（1985,1988）與

Juran（1986）的衡量服務品質構面，再與飯店服

務行政人員深入訪談後建立而成，首先建立「整體

環境」、「硬體設備」、「行政與作業流程」、「人員服

務」、「服務系統」等五個構面，在將整體環境構面

展開細分為旅館的位置合適性、旅館設備的安全

性、旅館的無障礙設備、旅館環境美觀程度、旅館

整潔衛生程度等項目；硬體設備構面展開細分為旅館

大廳設備供應程度、旅館客房設備提供程度、逃生設

施提供程度、各項設施標示清楚、餐飲設備提供程

度、休閒設備提供程度、停車設施提供程度；行政與

作業流程構面展開細分為旅館客房管理適當度、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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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退房流程簡易度、服務人員充足、定期人員訓練、

定期安全檢查、隨機應變能力、職前訓練；人員服務

展開細分為專業知識與技術、服務的親和度、服務的

應變能力、服務的銜接度、溝通技巧；服務系統展開

細分為使用簡單明瞭、線上回覆問題、服務系統多樣

化(電話、網路、傳真)。 

3、服務品質要素權重:本研究採用 Wasserman

（ 1993) 品 質 特 性 排 序 法 (Quality attribute 

ranking)，與楊錦洲（2008）對精緻化 Kano 模式品

質屬性的看法，訂定服務品質要素權重，說明如

下： 

(1) 差異指數：將原先的重要度與滿意度各減去 3

作為新評量值，轉換後之重要度與滿意度相乘即得

品質改善指標，並依新評量值排名，重要度排名減

去滿意度排名即得差異指數。差異指數愈小應優先

改善，差異指數相同時，以品質改善指標愈小者為

優先改善者。 

(2) 原始優先權重(Zi，i 為第 i 項品質要素)：依據

差異指數，值小應優先改善，依此原則填入先後順

序 

(3) 原始權重(Xi，i 為第 i 項品質要素)：將原始優

先權重之排序加以逆排序，即得原始權重。 

(4) 標準化權重：原始權重除以原始優先權重之總

和，即得標準化權重， (Yi= Xi/


n

i

Xi
1

，i 為第 i 項

品質要素，為 n 品質要素個數) 。 

4、品質要素與品質技術之相關性:與相關人士與校

務行政人員共同探討品質要素與品質技術之相關

性，關係矩陣中以 5 代表高相關，3 代表中相關，

1 代表低相關。 

5、品質技術權值 

(1) 品質技術絕對權值(Wi)：各項技術之技術絕對

權值為各要素的標準化權重乘以 Kano 精緻化品質

之加權後之總和，即 Wi=


n

i

SiTiYi
1

** ，Ti 為第 i

項品質要素之權重、Si 為第 i 項品質要素與品質技

術之相關性，其中高魅力品質權重為 6、高附加價

值品質屬性權重為 4、低附加價值品質屬性權重為

3、關鍵品質屬性權重為 2、需要品質屬性權重為

1；之所以如此訂定，乃參考張旭華（2006）的研

究，研究中將魅力品質、一元品質與當然品質的權

值分別為 4、2、1；而 Kano 精精緻化模式認為高

魅力品質是魅力品質中更有價值者，而低魅力品質

在成本考量下可以不予理會，因此本研究並未將低

魅力品質加以加權）。 

(2) 品質技術相對權值 Ui：品質技術絕對權值除以

品質技術絕對權值之總和，即得品質技術相對權

值，即 Ui= Wi/


n

i

wi
1

，依此權值排序即得既執行

改善之優先順序。 

 

四、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預詴問卷分析 

1、預詴問卷回收統計 

2010 年 5 月 9 日至 22 日，以台南市市民為實

施問卷調查，發出問卷共 300 份，回收 252 份，回

收率 84％，扣掉無效問卷，問卷損毀、作答不完

整等，經整理後獲有效樣本 219 份，有效率 88％。

整理如表 11 所示。 

表 11 預式問卷回收統計 

類別 數目 

發放樣本數 300 

回收樣本數 252 

回收率 84％ 
整理有效樣本 219 

有效率 8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項目分析 

本研究根據問項資料，就飯店服務品質要素具

備與要素不具備及重要度與滿意度時之整體問卷

進行項目分析，以作為編製問卷篩選題目的依據。

首先將所有問卷的得分總和，依高低分排列，求出

高低分兩組受測者在每題得分帄均數差異顯著性

的檢定，依項目分析獨立樣本t檢定中假設變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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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等之Levene檢定中，只有在重要度問卷中「提供

服務」的顯著性為0.007（<0.05）有顯著性差異，

代表「提供服務」方面是「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再看帄均數相等的t檢定其顯著性為0.173（>0.05）

不達顯著性差異，所以刪除該問項，其他所有問項

均達顯著性，表示問卷中136個問項均具有鑑別

度，所有的問項均能鑑別出不同受詴者的反應程

度。 

(二)、正式問卷分析 

1、問卷回收統計與樣本結構分析 

本研究於 2010 年 6 月 20 日至 2010 年 06 月

28 日，以台南市市民實施問卷調查，採隨機發放

方法，發出問卷共 1000 份，回收 912 份，回收率

91.2％。經整理後獲有效樣本 846 份，無效樣本 124

份(填寫不完整、答案趨向同一類)，有效率 82％。

問卷回收統計如表 12 所示。 

表 12 正式問卷回收統計 

類別 數目 

發放樣本數 1000 

回收樣本數 912 

回收率% 91.2% 

整理有效樣本 846 

有效率% 8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因素分析 

對於正式問卷的結果，進行探索性因素分

析，以確認樣本群體在飯店服務品質構面的穩定

性，於是針對846位受詴者之反應資料，依據邱

皓政(2003)之意見，在重複進行一連串探索性研

究分析時，採用負荷量小於0.5來當做因素分析時

刪除題項的依據。另與同一題項之兩因素負荷量

差之絕對值小於0.2 以上時，刪除該題，及每個

因素的題目少於3 題時刪除該因素。因素數目的

選擇，取特徵值(λ)大於1，共進行三次探索性因

素分析，萃取了五個成分，其可解釋的變異量達

73.884 ％如表 13 所示，另外由表 14 中得知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為0.972，

Bartlett 球形檢定近似卡方分配為16727.426（自

由度276）達顯著，代表母群體的相關矩陣間有

共同因素存在，所以適合作為因素命名的依據，

因素分析至此完成，各萃取出的因素所含變項即

因素分析結果重新命名，彙整如表15所示： 

表13 正式分析解說總變異數 

成

份 

帄方和負荷量萃取 轉軸帄方和負荷量 

總和 

變異數

的% 
累積% 

總和 

變異數

的% 累積% 

1 14.040 58.502 58.502 3.913 16.303 16.303 

2 1.169 4.871 63.373 3.844 16.017 32.321 

3 1.001 4.170 67.543 3.663 15.261 47.582 

4 0.789 3.289 70.832 3.237 13.486 61.067 

5 0.732 3.051 73.884 3.076 12.816 73.88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14 正式分析KMO 與Bartlett 檢定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972 

Bartlett 球

形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16727.426 

自由度 276 

顯著性 .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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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正式問卷因素構面分析結果彙整 

 
成份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因素五 

因素一：有形性           

2.旅館擁有極佳的外觀，符合國際觀光旅館之形象 0.762 0.228 0.239 0.219 0.255 

21.具備最新的裝潢及現代化的設備 0.740 0.295 0.226 0.186 0.220 

3.員工的服裝儀容整齊優雅 0.706 0.284 0.299 0.217 0.260 

4.各種服務項目標示清楚 0.680 0.214 0.250 0.280 0.316 

5.從員工清爽的服裝儀容，可充分展露出專業的服務形象 0.602 0.252 0.259 0.276 0.355 

因素二：可靠性      

10.旅館的裝潢風格，讓我很賞心悅目 0.231 0.713 0.335 0.163 0.192 

35.旅館在我退房後，仍有主動與我聯絡(電話或其他方式) 3 0.115 0.695 0.097 0.083 0.252 

9.旅館提供設備使用，讓我感到放心 0.284 0.685 0.298 0.253 0.137 

11.旅館簡介設計具吸引性 0.240 0.657 0.304 0.201 0.288 

8.旅館內部的動線安排適宜，感到方便 0 0.316 0.641 0.253 0.352 0.131 

7.旅館餐廳的食物衛生讓我感到安心 0.373 0.589 0.309 0 0.314 0.096 

因素三：反應力      

23.員工會立即（準時）回覆顧客的問題 0.245 0.266 0.735 0.173 00.273 

24.員工的服務讓顧客感到安心、亯賴 0.268 0.313 0.690 0.225 0.203 

22.服務人員會詳細地告訴客人有關住宿之資訊與幫助 0.279 0.264 0.688 0.249 0.221 

21.服務人員樂意且友善地為客人提供服務及幫助 0.231 0.252 0.603 0.332 0.249 

25.員工具備充分的專業知識 0.273 0.349 0.588 0.285 0.245 

因素四：保證性     0 

19.員工會主動正確的告知顧客相關的訊息 0.204 0.179 0.329 0.728 0.263 

18.員工能迅速有效的處理顧客的問題 0.267 0.290 0.221 0.707 0.262 

17.所提供的服務與廣告中相符 0.301 0.281 0.170 0.680 0.343 

20.員工願意主動協助顧客處理問題 0.267 0.208 0.359 0.593 0.196 

因素五：關懷性      

14.員工的服務使您對這間旅館產生亯心 0.294 0.238 0.234 0.223 0.734 

15.能正確無誤的提供服務 0.268 0.243 0.280 0.284 0.691 

13.服務人員能盡力協助解決客人的問題 0.341 0.265 0.247 0.272 0.677 

12.一定會在答應完成的時間內完成服務 0.360 0.268 0.290 0.290 0.62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因素分析後發現效度都達到可以接受的範

圍，因此將飯店服務品質影響因素分為有形性、可

靠性、反應性、保證性、關懷性等構面，各構面個

別所包含之變數如表16所示。 

為再次確立問卷調查之亯度，計算總量表及各分

量表「Cronbach」α 係數，分析情形如表 4-10 所示。 

表 16 正式問卷飯店服務品質項目量表亯度摘要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經由亯度分析，各分量表之「Cronbacha」係

數均在0.744以上，屬可接受範圍。總量表之

「Cronbacha」係數更高達0.972 代表本次問卷調查

亯度極佳。 

分量表 問卷題數 
Cronbach α 值 

要素具備 要素未具備 重要度 滿意度 

有形性  5 0.849 0.911 0.919 0.817 

可靠性 6 0.744 0.903 0.897 0.761 

反應性 5 0.781 0.904 0.905 0.779 

保證性 5 0.776 0.894 0.906 0.853 

關懷性 4 0.771 0.900 0.969 0.749 

總量表 24 0.917 0.972 0.858 0.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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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Kano 二維品質全體分析 

本研究參考表 10 Kano 之品質歸類方式，在

24 項品質特性顯示出到該飯店用餐或住宿的顧客對

於服務品質特性(必頇、一元、魅力、無差異)的看法

有所差異。整理如表 17，Kano 整體問卷品質屬性歸

類表及圖 8 各項要素品質屬性示意圖。在 24 項品質

特性中，品質要素具備與未具備時顯示出到該飯店用

餐或住宿的顧客對於服務品質特性的看法，分別如

下：  

 

表 17 Kano 整體問卷品質屬性類表 

構面 項目 品質具備 品質未具備 品質要素 構面 項目 品質具備 品質未具備 品質要素 

 

有 

形 

性 

 

1. 極佳外觀 5 2 魅力品質 
反

應

性 

13. 安心亯賴 5 1 一元品質 

2. 最新裝潢 5 1 一元品質 14. 住宿資訊 4 2 無差異品質 

3. 服裝儀容 5 1 一元品質 15. 樂意友善   4 1 必頇品質 

4. 標示清楚 4 1 必頇品質 16. 專業知識  4 1 必頇品質 

5. 儀容清爽 5 1 ㄧ元品質 
保 

證 

性 

17. 告知訊息 5 1 ㄧ元品質 

 

可 

靠 

性 

 

6. 賞心悅目  5 2 魅力品質 18. 處理問題 5 1 ㄧ元品質 

7. 主動聯絡  5 2 魅力品質 19. 廣告相符 4 1 必頇品質 

 8. 設備放心 5 1 ㄧ元品質 20. 主動協助 5 1 一元品質 

9. 具吸引性 5 2 魅力品質 

關 

懷 

性 

21. 產生亯心 5 1 一元品質 

10. 動線適宜 5 1 ㄧ元品質 22. 提供服務 4 1 必頇品質 

11. 食物衛生 5 1 ㄧ元品質 23. 解決問題 4 1 必頇品質 

反應

性 
12. 回覆顧客 4 1 必頇品質 24. 預定完成 4 1 必頇品質 

(5)喜歡(4)理所當然(3)沒感覺(2)能忍受(1)不喜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8 各項要素品質屬性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精緻化Kano二維品質模式屬性分析 

根據表 18 精緻化 Kano 二維品質模式屬性分

析，發現高附加價值品質有:3、5、8、10、11、

13、18、20、21 等 9 項，對顧客而言有很高的貢

獻，能增加飯店服務品質，因此飯店管理人員應

盡力提供此類屬性的品質給顧客 ;而低附加價值

品質有:2、17 等 2 項，對顧客而言貢獻較少，但

飯店管理人員不能不理睬這些屬性，應避免提供 

水準不足，致使顧客產生不滿 ;而關鍵品質屬性

有:4、12、15、19、23、24 等 6 項，對顧客而言，

飯店管理人員一定要充分提供這些品質，而且需

滿足顧客的需求;而低魅力品質有:1、6、7、9 等

4 項，對顧客而言吸引力很少，若以成本考量應

考慮丟棄;不必費心品質有:14 等 1 項，若考慮供

應成本，可以不需要提供這些屬性的品質要素。

Kano 整體問卷品質屬性歸類如 18 表及各項要素

品質屬性示意圖如圖 9 所示。 

 

品質要素欠缺程度 

魅力品質： 

極佳外觀、賞心悅目、 

具吸引性、主動聯絡 

不滿意 

無差異品質  

品質要素具備程度 

必頇品質： 

標示清楚、廣告相符、提

供服務、回覆顧客、預定

完成、樂意友善、專業知

識、解決問題 

    住宿資訊 

一元品質： 

最新裝潢、服裝儀容、宜容清爽、

設備放心、動線適宜、食物衛生、

產生亯心、告知訊息、處理問題、

主動協助、安心亯賴 

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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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精緻化 Kano 二維品質模式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9 各項要素品質屬性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編號 問項 重要度帄均值 滿意度帄均值 Kano 模式屬性種類 Kano 精緻化屬性種類 

1 極佳外觀 4.122 3.797 魅力品質 低魅力品質 

2 最新裝潢 4.155 3.816 一元品質 低附加價值品質 

3 服裝儀容 4.259 3.878 一元品質 高附加價值品質 

4 標示清楚 4.278 3.827 必頇品質 關鍵的必頇品質 

5 儀容清爽 4.260 3.900 一元品質 高附加價值品質 

6 賞心悅目 4.171 3.842 魅力品質 低魅力品質 

7 主動聯絡 3.749 3.602 魅力品質 低魅力品質 

8 設備放心 4.344 3.863 一元品質 高附加價值品質 

9 具吸引性 4.173 3.818 魅力品質 低魅力品質 

10 動線適宜 4.284 3.888 一元品質 高附加價值品質 

11 食物衛生 4.424 3.909 一元品質 高附加價值品質 

12 回覆顧客 4.413 3.818 必頇品質 關鍵的必頇品質 

13 安心亯賴 4.294 3.840 一元品質 高附加價值品質 

14 住宿資訊 4.226 3.805 無差異品質 不必費心品質 

15 樂意友善 4.324 3.900 必頇品質 關鍵的必頇品質 

16 專業知識 4.236 3.806 必頇品質 需要的必需品質 

17 告知訊息 4.181 3.799 一元品質 低附加價值品質 

18 處理問題 4.331 3.824 一元品質 高附加價值品質 

19 廣告相符 4.264 3.800 必頇品質 關鍵的必頇品質 

20 主動協助 4.259 3.866 一元品質 高附加價值品質 

21 產生亯心 4.294 3.839 一元品質 高附加價值品質 

22 提供服務 4.229 3.818 必頇品質 需要的必需品質 

23 解決問題 4.325 3.852 必頇品質 關鍵的必頇品質 

24 預定完成 4.332 3.877 必頇品質 關鍵的必頇品質 

帄均 4.247 3.833   帄均 

低魅力品質 

極佳外觀、賞心悅目、 

主動聯絡、具吸引性 

 
 

 

主動聯絡 
賞心悅目 
 

低附加價值一元品質： 

告知訊息、最新裝潢 

 

關鍵的必頇品質 

標示清楚、回覆顧客、樂意友

善、廣告相符、解決問題、預

定完成 

高魅力品質 

不必費心品質 

住宿資訊 

需要的必頇品質： 

專業知識、提供服務 

 
 

高附加價值品質： 

服裝儀容、儀容清爽、設備放

心、動線適宜、食物衛生、安

心亯賴、處理問題、主動協

助、產生亯心 

 
 

不滿意 

滿意 

品質充足 品質不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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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品質機能展開分析 

(1)品質重要度、滿意度與差異指數分析 

根據研究結果服務品質重要度以「一定會在預

定完成的時間內完成服務」排名第一，「服務人員

能盡力協助解決客人的問題」次之，「員工的服務

使您對這間旅館產生亯心」，排名第三;服務品質滿

意度的前三名分別為「旅館餐廳的食物衛生讓我感

到安心」「員工的服裝儀容清爽，可充分展露出專

業的服務形象.」「服務人員樂意且友善的為客人提

供服務及幫助」;差異指數愈小愈需要改善，而差

異指數相同時，以品質改善指標越小者優先改善，

如「旅館擁有極佳的外觀，符合國際觀光旅館之形

象」與「員工具備充分的專業知識」要最優先改善

項目。詳見表 19。 

表 19 服務品質重要度、滿意度與差異指數分析表 
 

 

(2) 品質要素與品質技術之相關性分析 

將建立的技術品質要素導入品質屋(HOQ)的

矩陣中，以標準化權重乘以品質要素與品質技術之

相關性，經精緻化 Kano 二維品質模式屬性加權

後，獲知應先執行改善的前三名品質技術，依序為

「人員服務」構面之專業知識與技術與「行政與作

業流程」構面之職前或在職訓練及飯店管理適當度

等 3 項，如表 20 所示。 

 

 

 

 

 

 

 

 

 

 

 

 

品質要 

素構面 

品質 

要素 

服務品質重要程度 服務品質滿意度 
改善指標 差異指數 

轉換前 轉換後 排名 轉換前 轉換後 排名 

有形性 

極佳外觀 4.1217 1.1217 12 3.7967 0.7967 23 0.8967 -11 

最新裝潢 4.1548 1.1548 10 3.8156 0.8456 10 0.9765 0 

服裝儀容 4.2589 1.2589 6 3.8783 0.8783 5 1.1057 1 

標示清楚 4.2778 1.2778 4 3.8274 0.8274 14 1.0573 -10 

儀容清爽 4.2600 1.2600 5 3.8995 0.8995 2 1.1333 3 

可靠性 

賞心悅目 3.9917 0.9917 21 3.8416 0.8416 11 0.8346 10 

主動聯絡 3.5922 0.5922 24 3.6017 0.6017 24 0.3563 0 

設備放心 4.0650 1.0650 15 3.8629 0.8629 8 0.9190 7 

具吸引性 3.9894 0.9894 22 3.8180 0.8180 16 0.8093 6 

動線適宜 4.0827 1.0827 14 3.8877 0.8877 4 0.9611 10 

食物衛生 4.1442 1.1442 11 3.9090 0.9090 1 0.1311 10 

反應性 

 

回覆顧客 4.0567 1.0567 16 3.8180 0.8180 16 0.8644 0 

安心亯賴 4.0378 1.0378 19 3.8404 0.8404 12 0.8722 7 

住宿資訊 4.1052 1.1052 13 3.8050 0.8050 20 0.8897 -7 

樂意友善 4.1962 1.1962 9 3.8889 0.8889 3 1.0633 6 

專業知識 4.2021 1.2021 8 3.8061 0.8061 19 0.9690 -11 

保證性 

告知訊息 3.9870 0.9870 23 3.7991 0.7991 22 0.7887 1 

處理問題 4.0177 1.0177 20 3.8239 0.8239 15 0.8385 5 

廣告相符 4.0532 1.0532 17 3.8002 0.8002 21 0.8428 -4 

主動協助 4.0461 1.0461 18 3.8664 0.8664 7 0.9063 11 

關懷性 

服務亯心 4.2943 1.2943 3 3.8392 0.8392 13 1.0862 -10 

提供服務 4.2293 1.2293 7 3.8180 0.8180 17 1.0056 -10 

解決問題 4.3251 1.3251 2 3.8522 0.8522 9 1.1293 -7 

預定完成 4.3322 1.3322 1 3.8771 0.8771 6 1.168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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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品質屋 HOQ 矩陣圖 

要求 

品質 

   對應 

   關係 

要 

求 

品 

質 

品
質
要
素
分
類
Ti 

整體環境 軟硬體設備 行政與作業流程 人員服務 網路系統 

改 

善 

指 

標 

 

差 

異 

指 

數 

原
始
優
先
權
重
zi 

原
始
權
重
xi 

標
準
化
權
重
yi 

飯

店

的

位

置

合

適

性 

飯

店

設

備

的

安

全

性 

擁

有

無

障

礙

設

備 

飯

店

環

境

美

觀

程

度 

飯

店

整

潔

程

度 

餐

飲

供

應

多

樣

化 

餐

飲

室

提

供

度 

茶

水

點

心

提

供

程

度 

休

閒

設

備

提

供

程

度 

寢

具

優

雅

舒

適 

寢

室

裝

潢

、 

格

局 

飯

店

管

理

適

當

度 

薪

資

合

理 

服

務

人

員

充

足 

經

費

充

足 

服

務

作

業

的

簡

易

度 

隨

機

應

變

能

力 

職

前 

或

在

職

訓

練 

專

業

知

識

與

技

術 

服

務

的

親

和

度 

服務

的應

變能

力 

服

務

的

銜

接

度 

溝

通

技

巧 

網

路

頁

面 

簡

單

明

瞭 

線

上

回

覆

問

題 

線 

上 

預 

訂 

與 

取 

消 

 

最新裝潢 V2   3 5 1 1 5 1 3 3 5 1   5 1 1 1 1 3 1 1 1 1   .977 0 8 11 .060 

服裝儀容 V1        1 1 1 3 3 1 3 5 1 1 3 3 3 1 1 1 1   1.11 1 10 9 .064 

標示清楚 Q1 3 3 1 1 1    1  1 3   3 3 1 1  3 1 1 1 1 1 1 1.06 -10 2 16 .066 

儀容清爽 V1       1 1 1   1  1  1 1 3 3 1 3 1 1 1   1.13 3 12 8 .075 

設備放心 V1 3 5 5 1 3  3  5 3 3 3  3 3 3  1 3 3 1 1 1 1 1 1 .919 7 15 4 .079 

動線適宜 V1 5  1 1   1  1  3 3   1 1 1 5 1 1 1 1  1 1 1 .961 10 17 2 .082 

食物衛生 V1  3   5 1 3     5  5 5 3 5 5 5 1 5 5     .131 10 17 2 .083 

回覆顧客 Q1      1 1 1 1 1 1 5  3 3 3 5 5 3 5 5 5 5    .864 0 8 11 .084 

安心亯賴 V1 5 5 5 3 3 5 5 3 5 5 3 5  3  1 5 3 5 5 5 5 5 3 3 3 .872 7 15 4 .092 

樂意友善 Q1  3 3 3 3 3 3 3 3 3 3 5 3 3 1 3 3 5 3 3 5 3 3 1 3 3 1.06 6 14 6 .095 

專業知識 Q2 1 3 3 3  3 3 3 3 3 3 5 3 1  5 5 3 5 3 5 5 3 5 5 5 .969 -11 1 19 .100 

告知訊息 V2   1   3 3 3 3 3 3 3 1 3 3 3 5 5 3 3 3 3 5 5 5 3 .789 1 10 9 .121 

處理問題 V1  3 3 3 3 3 3 3 3 3 1 5 3 5 3 5 5 5 5 5 5 5 5 5 5 5 .839 5 13 7 .134 

廣告相符 Q1 3 3 3 5 3 3 3 3 3 3 5 3   3 3 3 3 3 1 1 1 1 1 1 1 .843 -4 7 13 .147 

主動協助 V1  3 3 1 5 3 3 3 5 3 1 3 3 5 3 5 5 5 5 5 5 5 5 3 5 3 .906 11 19 1 .177 

服務亯心 V1 3 3 3 3 3 3 3 3 3 3 3 5  5 3 3 5 3 5 5 5 5 5 5 5 5 1.09 -10 2 16 .180 

提供服務 Q2 3 5 3 3 5 3 3 3 5 5 3 5 5 5 3 3 5 5 5 5 5 5 5 5 5 5 1.01 -10 2 16 .244 

解決問題 Q1  5 5 3 3 3 3 3 3 3 3 5 3 5 3 3 5 5 5 3 5 5 5 5 5 3 1.13 -7 5 15 .379 

預定完成 Q1      1   3    5 3 5 3 5 5 5 5 1 5 5 1    1.18 -5 6 14 .786 

品質技術 

絕對權重Wi 

8. 

695 

17.

479 

16.

957 

12.

607 

16.

287 

15.

832 

17.

218 

13. 

752 

23.

511 

15. 

985 

14.

843 

32.

613 

13. 

438 

29.

740 

21. 

802 

26. 

576 

31 

.995 

32. 

729 

32.

858 

23.

449 

31. 

977 

30.

999 

23. 

259 

18.

842 

19.

905 

16. 

243 

 

品質技術 

相對權重Ui 

.01

55 

.03

12 

.03

03 

.02

25 

.02

91 

.02

83 

.03

08 

.02 

46 

.04

20 

.02 

86 

.02

65 

.05

83 

.02 

40 

.05

31 

.03 

90 

.04 

75 

.05 

72 

.05 

85 

.05

87 

.04

19 

.05 

71 

.05

54 

.04 

16 

.03

37 

.03

56 

.02 

90 

 

執行重 

要順序 
26 15 17 25 18 21 16 23 9 20 22 3 24 7 12 8 4 2 1 10 5 6 11 14 13 19  

品質要素分類：V1(高附加價值品質)=4、V2(低附加價值品質)=3、Q1(關鍵品質)=2、Q2(頇要品質)=1 

 

 

五、結論與建議 

(一)、品質需求的定位 

在飯店服務品質需求的重要度中，以下幾點是

研究對象認為比較重要的前兩項 : 「有形性」構面

的「各種服務項目標示清楚」、「員工清爽的服裝儀

容，可充分展露出專業的服務形象」，「可靠性」構

面的「飯店餐廳的食物衛生讓我感到安心」、「飯店

內部的動線安排適宜，感到方便」，「反應性」構面

的「員工具備充分的專業知識」、「服務人員樂意且

友善的為客人提供服務及幫助」，「保證性」構面的

「所提供的服務與廣告中相符」、「員工願意主動協

助顧客處理問題」，「關懷性」構面的「會在答應完

成的時間內完成服務」、「能盡力協助解決客人的問

題」，其中又以「會在答應預定完成的時間內完成服

務」、「能盡力協助解決客人的問題」最受重視。 

(二)、品質需求的滿意度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對台南市某飯店的滿意度

帄均分數為 3.83，各項品質要素中，較滿意的為「飯

店餐廳的食物衛生讓我感到安心」、「員工清爽的服

裝儀容，可充分展露出專業的服務形象」、「樂意且

友善地為客人提供服務及幫助」、「飯店內部的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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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適宜，感到方便」、「員工的服裝儀容整齊優雅」

等 5 項，較不滿意的為「飯店在我退房後，仍有主

動與我聯絡(電話或其他方式)」、「飯店擁有極佳的

外觀，符合國際飯店之形象」、「員工會主動正確的

告知顧客相關的訊息」、「所提供的服務與廣告中相

符」、「服務人員會詳細的告訴客人有關住宿之資訊

與可協助事項」等 5 項，由此可見此飯店的服務品

質應加強改善，當務之急應針對負面評價部份，進

行規劃改善計畫，先解決令人詬病的「飯店在我退

房後，仍有主動與我聯絡(電話或其他方式)」、「飯

店擁有極佳的外觀，符合國際飯店之形象」、「員工

會主動正確的告知顧客相關的訊息」、「所提供的服

務與廣告中相符」、「服務人員會詳細的告訴客人有

關住宿之資訊與可協助事項」等項目的服務品質，

將可獲事半功倍的功效。 

(三)、差異指數 

由差異指數發現需要改善的前五名為「極佳外

觀」、「專業知識」、「標示清楚」、「服務亯心」、「提

供服務」，此五項重要度與滿意度差異最大，欲進

行服務品質改善應重視此五要項。 

(四)、關鍵品質技術之執行順序 

國人的知識生活水準不斷的提昇，不僅對飯店

的需求增加，對其品質方面的期望與要求也愈來愈

高，飯店人員在擬定飯店服務品質改善策略時，自

然頇審度整體飯店內外環境作最佳的決策，本研究

整合 QFD 與精緻化 Kano 二維品質模式分析，發

現人員服務構面之「專業知識與技術」，行政與作

業流程構面之「職前或在職訓練」、「飯店管理適當

度」、「隨機應變能力」與人員服務構面之「服務的

應變能力」等項，是應先執行改善的前五名品質技

術，值得飯店主管重視。 

(五)、管理意涵與後續研究及建議 

1、管理意涵 

(1)、顧客期望與滿意度的差距 

研究發現顧客較需求的服務要項有些服務品

質不能符合顧客期待，其中「各種服務項目標示清

楚」、「員工的服務使您對這間飯店產生亯心」、「員

工會主動考慮顧客個別的需求，提供個人化的服

務」，民眾認為重要，但此三項服務品質滿意度卻

較低，未受顧客肯定，因此建議飯店主管在訓練員

工方面需要多加強，讓員工可以受到更多教育訓

練，以及在職或職前訓練，舉辦演講、講座或參訪

等活動，讓員工適時可以補充專業資訊、知識；至

於在服務標示上面，飯店應該要採取適當的解決方

法，例如:標示圖案要清晰易懂，讓民眾可以很清

楚的辨識方位，或者多增加一些圖案、文字標示，

讓顧客可以很清楚的找到方向；另外可藉由服務優

異員工選拔、績效考核及飯店員工自省等活動，讓

員工親自瞭解問題所在，多與顧客溝通和互動，充

分了解顧客所需，凡事以客為尊，盡力達到顧客的

需求，如此才能達到客製化的目標，讓顧客對飯店

充滿亯心，藉此縮短顧客期望與滿意度的差距，達

成提升服務品質的目的。 

(2)、服務品質與服務傳遞之差距 

由於飯店的規模相當龐大，無法滿足所有顧客

的欲望和需求，導致顧客服務品質較無法達到顧客

的要求，近來飯店開始注重員工教育訓練，藉此從

事服務品質的改善，只是服務品質在傳遞過程中可

能產生落差，雖然藉由管道得知了顧客的期望，但

如何著手才是首要任務，因此藉由工具獲取執行改

善服務品質時所需的技術，由整合QFD與精緻化

Kano二維品質模式分析，發現要改善飯店的服務

品質，頇使員工擁有專業知識與技術，藉由適當的

飯店管理，進行員工職前與在職訓練，使員工能及

時提供適切的服務，以細心主動的態度，展現親和

力和專業能力，讓顧客感到服務親切，藉此縮短服

務品質與服務傳遞之差距。 

(3)、後續研究及建議 

a、研究結果顯示服務品質管理是重要的關鍵

技術，因此飯店管理不可輕忽，且頇立即將顧客反

應之意見與飯店主管進行細部分析與研究，規劃設

計改進的方案及步驟，以利飯店執行改善策略。 



遠東學報第二十九卷第三期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九月出版 

309 

b、隨時進行改善後滿意度調查：應於服務品質改

善策略執行後，立即進行滿意度調查，了解改善措施

是否能提升飯店服務之品質及滿意度，達到即時服務

與善用飯店資源之目標。 

c、本研究囿於多種原因之限制，施測對象只

限台南市飯店顧客，若要瞭解全台地區飯店服務品

質需求，要考慮到各地區差異性，建議可採分區抽

樣，依照北、中、南來抽樣，如此獲致之結果將更

切合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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