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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經濟的成長，國民所得提升與生活型態改變等因素，國人飲食習

慣也產生變化，由單純傳統飲食型態改變成多元且複雜的形式，紛紛推出

了新型態的飲食方式，形成了一股新飲食文化的潮流也提供消費者更多的

選擇性。本研究探討臺中市居民早午餐的消費行為，以臺中成旅晶贊飯店

為例，消費對象以 15 歲以上的消費者，問卷內容包括消費者的人口統計變

項及消費概況分析與消費者行為三大部份，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

研究調查，以了解消費者對早午餐消費動機及服務品質、滿意度是否會影

響消費者的行為意圖，所得資料以統計軟體 SPSS 進行資料統計分析，統

計方法有：敘述性統計、信度分析、差異分析法(獨立樣本 T 檢定）、單

因子變異數分析（One-way ANOVA），主要研究發現如下：1 .消費動機分

析發現，顧客在體驗不同的飲食特色可吸引到消費者的青睞。建議業者可

建立循環菜單及搭配季節性的食材讓消費者有變化。2 .服務品質分析發現，

以服務態度親切有禮上讓消費者感受最深，建議業者可以從員工教育訓練

的建立與服務品質的關係是否有顯著的影響。3 .滿意度分析發現，餐廳的

地點及交通便利對於消費者在滿意度來說是非常重要。 

關鍵字：消費行為、早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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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 have been changing their dietfrom thetraditional one to the 

diversified and complicated one due to the economic growth, the elevating of 

national income, the change of the lifestyle, and so on. Therefore, vendors 

launch new patterns of diet and that became a new trend. Moreover, it provides 

the customer with more options. This research aimedatthe study for Taichung 

citizens’ consumer behavior of their choice on the brunch. The subjects were the 

diners who are more than 15 years old at the restaurant in Park City Hotels 

Central Taichung. For this study, we made a questionnaireto makethe survey in 

order tounderstandthe consumer motivation when they purchase the brunch,if 

the quality of services and satisfaction of brunch will affect the customers’ 

intentions for their purchase of the brunch, the customers’ statistics variation, the 

consumption overview analysis and the consumer behavior will be included in 

this questionnaire. We use SPSS on analysis methods includ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with average, SD, frequency distribution and percentage, Factor 

Analysis, Reliability Analysis, analysis of variation (Independent-sample T) and 

One-Way ANOVA.This paper studies a total of 400 questionnaireswere 

delivered from March 1, 2016 to March 31, 2016, the returned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400 and the returned rate of the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was 

100%. 

 The outcome of the survey indicated as follows: 1.Through consumer 

motivation analysis, we found that various kind of food menuwould be attractive 

for the customers. Therefore, we suggest that the hotel should set up the cycle of 

their menu with seasonal ingredients. That will give their customers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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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s. 2.According to quality of services analysis, the sincere attitude of 

service impresses customers the most. We suggest that vendors should observe if 

the employee training would have an obvious affectontheir quality of service or 

not. 3.Through the satisfactionanalysis, the restaurant with the suitable location 

and can be easily reached.That are also important for customers. 

Keywords: Consumer behavior; Br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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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 

「民以食為天」，飲食占據了我們生活中相當重要的地位，對於任何生

物而言藉由飲食攝取養分是必須的，而當我們探討生活必須的食衣住行，同樣

的也是將食物擺在最先討論。台灣人向來熱衷美食，餐飲消費一直以來歷

久不衰，各形各色的餐廳四處林立，不僅滿足人們的口腹之慾更成為現代

人的重要社交場合。在不同的餐飲流行中，反應出消費者追求創新的口味

與需求，餐廳既配合社會變化，亦努力製造流行（李力昌，2009）。而我們

在週末或重要的節日裡與家人、朋友前往餐廳歡聚慶祝，已成為十分普遍

的方式。 

近年來，隨著經濟成長，都市化程度提高、婦女就業人口增加與家庭

生活型態改變等因素，國人飲食習慣也產生變化，由單純的傳統飲食型態

改變成多元且複雜的形式，外食人口比例增多，外食消費市場亦持續擴展。

綜合上述可知，民眾飲食習慣已產生變化，外食形成與現今工作及生活型

態息息相關，不同類型的餐廳出現與多樣化餐飲選擇，滿足不同生活型態

消費者需求。然而許多業者也看準了這股商機，紛紛推出了新型態的飲食

方式，形成了一股新飲食文化的潮流也提供消費者更多的選擇性。 

根據從東方線上的 E-ICP 東方消費者行銷資料庫調查發現，平日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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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外食比例成長最多，2011 年早餐多半在外食用比例為 59.8%，2013 年

時成長至 63.8%，因此早餐是各餐飲業者競爭非常激烈的區塊，而競爭者更

不僅止於餐飲業，甚至速食業、便利商店等都加入早餐的競爭行列，進而

部分的餐飲業者改變經營模式，原本只經營早餐的飲食店延長營業時間擴

展到中餐，或者原本只經營午餐的餐廳提早營業開發早午餐的菜色，近年

來台灣發展出早午餐的用餐概念，這種行為模式是受到西方餐飲習慣的影

響。 

早午餐源自英文的早餐 Breakfast 與午餐 Lunch 二字，傳統多半在晚

起的週末享用，因早餐已嫌晚，午餐又太早，而將兩餐結合成為早午餐。

林慶弧（2004）認為 Brunch 不僅是一個新增單字，亦為新生活方式產生，

並形成新的飲食文化。在台灣，可悠閒品嘗新鮮、豐盛的早午餐，以滿足

人們心情迎接一天開始，儼然成為都會區一股新「食」尚文化。 

綜合以上敘述；台灣目前餐飲市場變化快速，衍生出各種類型餐廳以

滿足消費者不同的需求，尤其是近年來早午餐的出現，更代表消費者的飲

食習慣與生活方式已經不同以往早餐或午餐的用餐習慣，因此業者應該先

了解市場的需求及變化，才能皆為吸引消費者青睞。如何在競爭激烈的餐

飲市場中脫穎而出，積極掌握消費趨勢，滿足消費者用餐需求與期待，為

早午餐經營者極需重視的環節。這一股新飲食文化的潮流，背後所代表的

商機即是本研究所欲了解的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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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消費者早午餐消費行為，了解國人早午餐消費特性，

以作為經營者擬定營運策略之參考。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了解國人早午餐消費概況。 

二、探討不同社經背景民眾早午餐消費行為的差異。 

三、整合研究結果，提供給業者未來經營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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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在說明早午餐消費者行為；第一節探討消費者行為理論，了

解消費者行為之定義與消費者行為理論模式；第二節介紹早午餐發展與定

義；第三節外食消費相關研究，以作為研究目的驗證與結果討論之基礎。 

第一節消費者行為 

一、 消費者行為的定義 

消費行為意義消費者行為屬跨領域整合學科，其架構及概念涵蓋經濟

學、社會學、心理學與行銷學等領域。自消費者行為理論發展以來，各方

學者多以不同角度界定消費行為。 Walters & Paul ( 1970 ) 認為消費行為是

人們在購買和使用產品或服務時，所涉及決策和行為。 Williams ( 1982 ) 認

為一切與消費者購買產品或服務過程中，有關活動、意見與影響，即是消

費行為。依此說法，消費行為同時涵蓋決策面和行為面之分析。 Wilkie 

( 1994 ) 對消費行為定義為「消費者為滿足其需求與欲望，進行產品與服務

的選擇、採購、使用與處置，因而發生於內心情緒以及實體上的活動。」 

Solomon ( 1996 ) 亦指出消費行為是一種牽涉個人及群體選擇、購買、使用

和處置產品、服務、經驗以滿足需求的過程。因此消費行為除購買動作外，

亦涵蓋行動中有關各項實體及精神層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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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欽榮 ( 2002 ) 認為消費行為研究重心在於瞭解個體如何進行決策，

以運用各種可能資源，從事各項消費活動，故消費行為即消費者在從事消

費項目上所表現內在和外在行動。林建煌 ( 2007 ) 指出消費行為即探討消

費者如何制定和執行其有關產品與服務的取得、消費與處置決策過程，並

加以研究影響此相關決策之因素類型。 

綜合上述，各學者對消費行為看法雖不盡相同，但均具有相同觀點，

即消費行為是一個過程。消費行為是從個人或群體需求開始，透過評估、

選擇、購買、使用、滿足或處置所需產品與服務，從內心到消費行為完成

之間一連串的決策過程。因為本研究著重顧客於早午餐當下之消費過程，

因此本研究對消費行為的定義為「早午餐顧客在從事消費過程中，所表現

之內在和外在行動。」 

許多學者也陸續提出消費者行為之定義與模式。根據立論基礎、角度

觀點的不同所涉及的層面甚廣且影響因素甚為複雜，許多學者陸續提出消

費者行為之定義與模式，表 2-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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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消費者行為之定義彙整表 

年代 學者 定義內容 

1966 Nicosia 
消費是指非以轉售為目的之購買行為。區分出中間商及製造

商的購買行為與消費者購買行為的探討。 

1970 Walters &Paul 人們在購買和使用產品或勞務時，所涉及的決策與行為。 

1973 Demby 
人們評估、取得以及使用具有經濟性商品或服務時的決策程

序與行動。 

1973 
Engel , Kollat & 

Blackwell 

狹義的購買行為即「為獲得和使用經濟性商品和服務，個人

直接投入之行為，亦包括導致和決定這些行為的決策過程」；

廣義購買行為除消費行為外還有非營利組織、工業組織以及中

間商的採購行為。 

1974 Pratt 係指決定購買行動，亦以現金或支票交換所需之財貨與勞務。 

1974 Reynolds 一種過程，包含所有關於購買相關的決策活動。 

1975 Alderson 
消費者與購買者並不一定為相同人；消費者可能不只一人，

而購買者也許是執行購買活動之代表。 

1978 
Engel , Kollat & 

Blackwell 

個人直接參與獲取與使用經濟性財貨和勞務的行為，包括導

引和決定相關行為之決策程序。 

1982 Williams 
認為一切與顧客在購買產品或勞務過程中，有關心理的、情

緒的、生理方陎的活動、反應與影響，即是消費行為。 

1983 
Zaltman 

&Wallendrof 

消費者行為是一種行為、過程及存在於社會關係中的個人、

群體、組織獲得和使用各種產品、服務及其它資源經驗的結果。 

1984 
Engel , Kollat & 

Blackwell 

狹義的定義：：「為獲得和使用經濟性商品和服務，個人所直

接投入的行為，包含導致及決定這些行為的決策過程。」廣義

的定義：「除了狹義的消費者購買行為外，還包括非營利組織、

工業組織及中間商的採購行為。」 

1991  
Schiffman & 

Kanuk 

消費者為滿足需求，所表現出對於產品、服務、構想的尋求、

購買、使用、評價和處置等行為。探討採購單位以及交換過程。

更指出消費者行為的研究，即是研究消費者個人如何制訂決

策，以運用其資源（包括金錢、時間與精神）。 

1991  榮泰生 

消費者行為可界訂定為探討採買單位（buying unit）及決策

過程（exchange process）的科學，此交換過程涉及對產品、

服務、經驗以及構想的獲得、消費和處理。 

1993 
Engel , Kollat & 

Miniard 

消費者在取得、消費與處理產品或服務時，所涉及的各項活

動，並且包括在這些行動前後，所發生的決策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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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消費者行為之定義彙整表（續） 

年代 學者 定義內容 

1994 林靈宏 
搜尋、評估、購買使用和處理一項產品、服務和理念時所表

現出的各種行為。 

1995 
Engel、Kollat& 

Blackwell 

取得、消費與處置產品或服務時，所涉及的各項行動決策過

程。 

1998 Kotler 
探討滿足其需求與慾望時，個人、群體與組織如何選擇、購

買、使用及處置商品、服務、理念或經驗。 

2002 Solomon 
個人或團體選擇、購買、使用與處理可滿足其需求與欲望的

產品、服務、構想或經驗的過程。 

2003 

Eric Arnould , 

Linda Price & 

GeorgeZinkhan 

個人和群體獲得、使用、處置產品、服務、理念以及經驗。

包含搜尋資訊與購買產品，並且涉及各式各樣的人類活動，

包括品牌與忠誠度、使用、餽贈、儀式、決策與購買產品服務。 

2007 林建煌 

探討消費者如何制定和執行其有關產品與服務的取得、消費

與處置決策的過程，以及研究有哪些因素會影響這些相關的

決策。 

2011 曾光華 
消費者為了滿足某種需求與追求某種利益而評估、獲取、使

用與處置產品，所涉及的過程，心智活動與外在行為。 

2012 蕭富峰 
消費者在搜尋、購買、使用及棄置產品，以滿足其個別需求

的過程裡所展現出來的相關活動與行為。 

資料來源：林志豪（ 2012 ）。 

綜合上述學者歸納對於消費者行為之定義，發現各學者對消費者行為

涵意的看法有一個共同觀點，因此本研究對於消費者行為所下之廣義的定義

為：「包括消費者選擇、獲得與使用各產品和服務的過程」；但研究者將消費者行

為定下狹意的定義為：「能夠滿足消費者需求，且將消費者透過產品或服務中

所顯現出來之活動與過程，然而此過程包括所有相關之購買與決策活動且

經歷動機產生、資訊蒐集、選擇、購買以及購買結果過程中所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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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費者行為模式 

消費者行為是一連串的決策過程，包括第一時間決策購買與否、購買前

動機的、資訊蒐集、替代方案評選、購買路徑及時間等過程，也包含了購

後使用情形、滿意度及忠誠度等是否引起再次購買等。完整的消費行為過

程可藉由 Hawkins, Best & Coney ( 2001 ) 的概念性清楚得知，如圖 2-1-1。 

 

圖 2-1-1 消費者行為概念模式，資料來源：葉日武譯，2001。 

許多研究多從「研究消費者決策過程」觀點探討消費行為，在消費決

策模式中，較為知名者為 Nicosia 模式 ( 1968 ) 、 Howard-Sheth 模式 

( 1969 ) 和 EKB 模式 ( 1982 ) ；其中， EKB 模式為諸多研究廣為採用。 

EKB 模式由 Engel, Kollat, Blackwell 三位學者於 1968 年首度提出，並於 

1982 年修正，隨著模式不斷修正與作者更替 (Engel, Blackwell &Miniard ) ，至

1995 年重新命名為 E B M 模式，最後再更名為CDP 模式 ( Consumer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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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Model ) 。 

由於與原本 EKB 模式存有差異，因此本研究採用 CDP 模式為消費行為理

論之架構， CDP 模式如圖 2-1-2 所示。 

 

圖 2-1-2  CDP 消費者決策程序模式圖，資料來源：Blackwell, R. D., Miniard, 

P. W., & Engel, J. F. (2006 ).Consumer behavior. Canada: Thomson 

South-Western, 85.引用：許英珍（2014）。 

(一)需求確認 ( Need Recognition ) 

需求為消費行為起點，當消費者知覺到理想狀況與實際狀況間存在差

異時，即產生需求認知問題，而引發決策之必要。在本研究中，即為早午

餐之消費者確認其消費需求而引發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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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搜尋資訊 ( Search  for Information ) 

需求確認後，消費者即開始搜尋可滿足其需求之資訊，搜尋方式可分

為內部搜尋與外部搜尋二種。本研究之早午餐消費者可自內部記憶中查詢

資訊，或從家人、同儕、行銷廣告及網路等外部搜尋相關資訊，以利消費

決策之進行。 

(三)購前方案評估 ( Pre-purchase  Evaluation  of Alternatives ) 

消費者針對資訊中各種可能方案進行比較、對照與選擇，產生對各方

案之態度及消費意願。消費者受到個人與環境因素影響而有不同評估準則，

本研究之早午餐消費者依其蒐集資訊進行比較，可能考量價格、環境、交

通、產品等評估條件，選擇適合方案。 

(四)購買 ( Purchase ) 

購買強調實體物品之擁有。消費者完成方案評估後採取購買行動，購

買時會考慮地點、產品價格、品質與服務等因素。 

(五)消費 ( Consumption ) 

消費包含享受服務或體驗使用產品過程。以本研究而言，即為消費者在

早午餐如何使用金錢、時間，與享受餐食或體驗服務過程。 

(六)消費後評估 ( Post-purchase Evaluation ) 

此階段為消費者於消費後感受滿意或不滿意評估過程。若產生滿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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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則會輸入消費者記憶中，以供未來決策之參照；若果令人不滿意，則

會向外界搜集訊息以得到滿意之方案，並降低不平衡感覺。本研究之早午

餐消費者會將其消費經驗作為日後參考依據，滿意經驗存入記憶中，不滿

意經驗則加以修正。 

(七)處置 ( Divestment ) 

消費者決策過程之最後階段，消費者面臨產品棄除、回收或再消費等

問題。早午餐之消費者若產生不滿意結果，可以不再前往消費或拒絕推薦

給親友。在消費決策過程中，會受到外在環境及內在個別差異之影響。外

在環境因素包含文化、社會階層、人員影響、家庭和情境因素；內在個別

差異包含消費者資源、動機、知識、態度、人格特質、價值觀與生活型態。 

本研究主要以背景變項動機與服務品質為探討變項，並了解顧客對於

早午餐之消費時段及時間、同行對象、同行人數、可接受最高消費金額、

資訊與消費次數。 

三、消費動機 ( Consuming Motivation ) 

本研究將早午餐餐廳顧客之消費動機分成二部分，分別為消費動機定

義及消費動機類型與衡量。 

(一)消費動機定義 

動機 ( motivation ) 為消費者行為背後主要影響力量，過去學者討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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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動機歷時已久， Britt ( 1950 ) 指出動機是一種驅力，代表一個抽象過程，

屬於行為之重要因素。而 Tauber ( 1972 ) 認為除確切需要某種產品外，消

費動機同時亦由各種社會及心理需求所刺激，另 Assael ( 1998 ) 認為消費

動機是引領消費者朝向滿足需求行為的驅動力。 lackwell, Miniard & Engel 

( 2006 ) 最早將動機應用於消費行為，其指出消費動機代表透過產品與服務

的購買與消費，滿足生理與心理需要的驅策力。 

在國內研究，蔡瑞宇 ( 1996 ) 認為動機可視為需求、慾望同義詞，需

求為消費者購買行為之原動力，所有生產活動，目的均為滿足人類的需求。

榮泰生 ( 2002 ) 也認為動機是一種引導個人活動朝向滿足需求或達成目標

的驅動力，而且在任何時間，消費者行為會受到一系列動機所影響。林建

煌 ( 2007 ) 則認為動機是一種驅力，主要目的在消除消費者未得到滿足時

所產生的緊張。 

綜上所述，消費動機是驅使消費者進行消費行為的一種動力，消費行

為發生即為滿足個人對有形產品或無形服務需求。因此本研究定義前往早

午餐餐廳之消費動機為「透過對早午餐之餐飲與服務的購買與消費，以滿

足顧客生理與心理需求之驅動力。」 

(二)消費動機類型與衡量 

Tauber ( 1972 ) 將消費動機分為個人動機與社會動機，分別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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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個人動機 

(1)角色扮演：藉由學習來成為社會中的某個角色或地位。 

(2)轉移：讓人們從一成不變日常生活中轉移，甚至提供消費者娛樂機會。 

(3)自我滿足：透過購物活動減輕內心沮喪，以獲得自我滿足。 

(4)瞭解流行趨勢或產品新資訊。 

(5)體能活動：對於忙碌都市居民而言，購物能讓人以悠閒節奏運動。 

(6)感官刺激：零售通路可提供消費者各種潛在感官享受，如試吃、試穿

等。 

2.社會動機 

(1)社交經驗：與鄰居、友人不同互動方式，或在店裡認識朋友。 

(2)與同好者互動：商店或餐廳會提供各種與消費者興趣相符產品或服務，

同好可聚集交換心得。 

(3)同儕團體的吸引：消費者到商店消費是期望獲得同儕團體認同。 

(4)身分地位與權力：在特定地方消費，可讓消費者備受禮遇與尊重，甚

至免費享受服務。 

(5)討價還價樂趣：部分消費者喜歡享受討價還價過程，或買到折扣品與

便宜貨樂趣與成就感。 

從上述 Tauber ( 1972 ) 所提消費動機觀察本研究早午餐與顧客，因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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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方式與消費環境差異，早午餐顧客有轉移、自我滿足、瞭解流行趨勢或

產品新資訊，與感官刺激等個人動機；並存有獲得社交經驗、與同好者互

動、受同儕團體認同及享受身分、地位與權力之社會動機。 

此外，在消費行為背景下所討論動機理論中， Maslow 需求層級理論

亦常為研究者採用，該理論將人類需求歸納出五種層級，依序為：生理、

安全、愛與歸屬感、自尊與自我實現；當低層級需求獲得滿足後，則會尋

求更高層級的滿足 ( Hawkins, Best, & Coney, 1995 ) 。陳堯帝 ( 2003 ) 依此

理論，將餐飲消費者需求分為生理需求與心理需求，分別說明如下： 

1.生理需求：包含餐飲營養需求、餐飲風味需求、餐飲安全考量與餐飲環

境衛生。 

2.心理需求：包含受歡迎需求、餐飲「物有所值」需求、餐飲顯示氣派需

求、餐飲方便需求與享受餐飲被尊重需求。從陳堯帝 ( 2003 ) 理論分

析，早午餐之顧客消費動機符合上述生理需求與心理需求。 

綜合上述文獻可知，消費者之消費動機包羅萬象，不同消費動機引發不同

消費行為，而同一時段消費行為可能滿足顧客一種或一種以上消費動機。 

四、消費滿意度 ( Consuming Satisfaction ) 

消費者的消費滿意度是企業經營績效重要指標之一，本小節先探討消

費滿意度定義與重要性，接著說明消費滿意度衡量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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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消費滿意度定義 

最早將滿意度概念引進行銷管理領域學者 Cardozo ( 1965 ) 認為滿意

度會增加顧客再消費意願，而且會購買其它產品。 Muller ( 1991 ) ， Webster 

& Sundaram ( 1998 ) 、曾光華 ( 2010 ) 皆指出消費滿意度會正向影響顧客

忠誠度、口碑傳播意向、再購意願等。消費滿意度在過去一直是行銷思維

主要概念，顧客對於商品或服務之滿意度，決定下次是否再消費關鍵因素。

隨著市場競爭及消費意識提升，消費滿意度已成為企業持續成長關鍵因素。

消費滿意度為一複雜概念，其本質上亦呈現多元現象，對於消費滿意度定

義，許多學者提出不同觀點。 Hempel ( 1977 ) 認為滿意度決定於消費者所

預期產品或服務之實現程度，可反映出「預期」與「實際結果」之一致程

度。 Oliver ( 1980 ) 認為滿意度是由實際消費經驗和顧客期望比較而來，

即顧客對於其所獲得有形產品或無形服務，是否能滿足需求及期望的一種

評估。 Fornell ( 1992 ) ,  Ostorm & Iacobucci ( 1995 ) 指出滿意度為一種以

經驗為基礎之整體性態度，即消費者將產品和服務與其理想標準比較，進

而形成滿意或不滿意的感覺。楊錦洲 ( 2002 ) 認為顧客滿意度是指顧客在

接受某一特定之交易或服務時，所感受到一種合乎心意之愉悅態度。 Kotler 

( 2003 ) 則定義滿意度為顧客在消費後所知覺結果與個人期望間之落差，所

形成愉悅或失望程度，亦即一種事後評價。 

整合上述文獻可知學者對消費滿意度定義，其基本觀念皆是以消費者



 

16 

對於消費前預期與消費後感受，是否存在落差為研究基礎。消費滿意度亦

可視為一種以經驗為基礎的整體性態度，當消費者整體評價高，滿意度即

高；若是整體評價低，消費滿意度就低。因此本研究將消費滿意度定義為

「顧客在早午餐消費過程的感受程度，以及對於產品和服務之整體評價。」 

(二)消費滿意度衡量構面 

消費滿意度為重要指標，藉由正確衡量方法瞭解消費者對產品與服務

之滿意程度，可作為行銷策略績效評估。各專家學者對衡量消費滿意度方

式的看法不盡相同，大致可分為整體滿意度與分項滿意度二大類。Czepeil 

&Rosenberg( 1976 )認為消費滿意度為一整體性評估反應，代表消費者對產

品不同屬性主觀反應之總和，即採取單一項目「整體產品滿意程度」為消

費滿意度之衡量項目。 Szymanski & Henard ( 2001 ) 亦主張採用整體性概

念衡量消費滿意度，藉此瞭解消費者對產品或服務之想法。 Handy & Pfaff 

( 1975 ) 則認為單一整體滿意程度非衡量消費滿意度最佳方式，因為此衡量

方式會使消費者在面臨複雜情況下，做出立即且不嚴謹反應，並因此喪失

許多資訊。換言之，消費滿意度為一複雜概念，應分項衡量各屬性滿意程

度，且其衡量構面因產業或研究對象不同而有所差異。 

張百清 ( 1994 ) 提出消費滿意包含三個構成要素，分別為直接要素 

(商品與服務) 與間接要素 (企業形象) ，而 Ostrom & Iacobucci ( 1995 )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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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產品價格、服務效率、服務人員態度、客製化程度及整體表現會影響消

費滿意度。 Zeithaml & Bitner ( 2003 ) 認為消費滿意度受服務品質、產品品

質、價格、情境因素及個人因素所影響。陳澤義 ( 2005 ) 則將滿意度影響

因素歸納為價格、品質與個人因素。 

消費滿意度為企業永續經營關鍵因素，瞭解消費者對餐廳提供之餐點、

服務、環境與設備需求及滿意程度，可供業者評估績效或改善經營方針，

以進一步增加顧客再次消費與口碑傳播意願。綜合上述文獻整理，本研究

以餐點內容、服務流程、環境與設備、整體滿意度等構面，衡量早午餐之

顧客消費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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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餐飲業 

餐廳(Restaurant)一詞，依法國百科大辭典的解釋，是使人恢復精神與

氣力的意思，指可以提供令人恢復精神元氣餐食的場所，在這場所中，只

要為了現場的消費而準備食物，提供食物及銷售食物（林玥秀等，2004）。 

一、餐飲業定義與分類 

餐飲業(Food and Beverage Industry)就字義上而言，係指提供餐食和飲

料相關服務之營利事業。依據行政院主計處第九次修訂之「中華民國行業

標準分類」，將餐飲業定義為：從事調理餐食或飲料供現場立即消費之餐飲

服務之行業。餐飲外帶外送、餐飲承包等服務亦歸入於餐飲業。我國餐飲

業依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可細分為餐館業、飲料店業、餐飲攤販業和

其他餐飲業： 

1. 餐館業：從事調理餐食提供現場立即食用之餐館，如早餐店、便當、自

助餐、麵店、小吃店、連鎖速食店、餐館以及有娛樂節目餐廳(表 2-2-1)。

便當、披薩、漢堡等餐食外帶外送店亦屬餐館業。 

(1)早餐店：包括提供顧客內用或外帶之餐點服務，並以三明治、漢堡等

西式早點或饅頭、燒餅、飯糰、豆米漿等中式早點或其他各類型早點

為主要商品之場所單位。 

(2)便當、自助餐：包括以便當、餐盒等固定菜餚或以自助型式提供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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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菜餚，供顧客於店內食用或外帶（外送）之場所單位，顧客多於

進食前付帳，產品價格平價。 

(3)麵店、小吃店：包括提供各種傳統麵（米）食、道地小吃等，供顧客

於店內食用或外帶之場所單位，產品價格低廉，店內多為座位有限，

繁忙時間需與他人共用餐桌。 

(4)連鎖速食店：包括以連鎖方式經營，提供櫃檯式的自助或半自助的快

速出餐等服務，供顧客於店內食用或外帶，具有簡單有限的菜單，產

品價位大眾化，同時有標準化的生產技術。 

(5)餐館：包括中式、西式、韓式、泰式等各類型之本國及異國料理餐廳，

主要以供應食物和飲品供現場立即食用之場所單位，顧客多於入座後，

向店家點菜，之後再由服務人員送上菜餚，於用膳後付款離開。亦包

括火鍋店、牛排館、鐵板燒、素食餐廳、海味餐廳、以自助吧形式供

應各類型菜餚之吃到飽餐廳。 

(6)有娛樂節目餐廳：不包括：酒家、歌廳、舞廳。 

2. 飲料店業：從事調理飲料提供現場立即飲用之非酒精及酒精飲料供應店。

如冰果店、冷(熱)飲店、咖啡館、茶藝館和酒精飲料店。 

(1)冰果店、冷(熱)飲店：包括豆花店和冰淇淋店。 

(2)咖啡館：不包括有提供侍者陪伴之咖啡館（廳）。 

(3)茶藝館：不包括有提供侍者陪伴之茶藝館（茶室）。 



 

20 

(4)酒精飲料店：從事提供現場立即飲用之酒精飲料供應店，可附帶無提

供侍者之餘興節目。 

表 2-2-1 我國餐飲業的分類 

行業名稱 定義 

餐館業 
提供調理餐食之餐館，現場餐食或外帶外送之披薩、便當、漢堡等

店家皆為餐館業者。 

飲料店業 提供酒精飲料及非酒精飲料之立即飲用店家 

餐飲攤販業 提供現場立即消費之固定或流動的調理餐食、飲料店家。 

其他餐飲業 

上述餐館業、飲料店業及餐飲攤販業以外之餐飲服務業，餐飲承包

業或為特定對象供餐之員工餐廳、學生餐廳皆屬其他餐飲業，交通

工具上之餐飲承包業亦在此範圍內。 

資料來源：財政部「中華民國稅務行業標準分類」第七次修訂，民國101年8月。 

3. 餐食攤販業：從事調理餐食提供現場立即食用之固定或流動攤販。如餐

食攤販和調理飲料攤販。 

(1)餐食攤販：從事調理餐食提供現場立即食用之固定或流動攤販，包括

麵攤、小吃攤、快餐車等。 

(2)調理飲料攤販：從事調理飲料提供現場立即飲用之固定或流動攤販，

包括冷飲攤、行動咖啡車等。 

4.其他餐飲業：從事餐館業、飲料店業和餐飲攤販業以外餐飲服務之行業，

如餐飲承包服務（含宴席承辦、團膳供應等）及基於合約僅對特定對象

供應餐食之學生餐廳或員工餐廳。交通運輸工具上之餐飲承包服務亦歸

入其他餐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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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席承辦：包括外燴承辦等。 

(2)團膳供應：包括員工餐廳、學生餐廳等團體膳食、伙食包作。 

(3)學校營養午餐供應：包括專營學校委託辦理學生餐點，且該等餐點之

銷售價格受教育主管機關監督或由教育主管機關全額編列預算支應

（即免費營養午餐）之餐飲服務。 

(4)未分類其他餐飲：包括交通運輸工具上之餐飲承包服務（如空廚公司）、

月子餐供應等。 

根據上述餐飲業定義，得知餐飲業源起於早期的餐廳，而餐廳起源可

追溯至羅馬帝國時代，當時有名的「客拉客拉」浴場可容納 1,600 人，其中

有許多休息室、娛樂場所，並提供餐食及飲料，此為早期餐廳的原始設施

（林玥秀等，2004）；真正具規模及系統性的餐飲經營則出現於 16、17 世

紀後，店家開始講究精緻的烹調，使用較好的餐具以招攬顧客，如 1650 年

在牛津出現的咖啡屋，就是現代餐飲業的前身。餐廳被稱為「Restaurant」

則源至於 1765 年法國巴黎，一位 Boulanger 所製作一種稱「恢復之神」（Le  

Restaurant  Divin）的湯，此種以羊腳煮成的湯，吸引當地大批消費者，此

餐飲形式在當地大為風行且多人仿效，人們以湯名 Restaurant 作為餐廳名

稱，並沿用至今（高秋英，2000）。 

中國餐飲業由來，大致與西方相同。早期的旅行者，常借宿寺廟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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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且由寺廟或民家提供粗陋的餐飲（高秋英，2000）。但餐飲業真正普遍

約秦漢時代，為了滿足貿易商人的飲食需求，而出現了餐飲的客棧。在唐

朝詩選中，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等人皆曾提及有關餐館的名稱，如

酒家、酒肆、旗率等，宋代則出現小食擔、北食店、羊食店等，隨這時代

演進及清朝末年中西文化的衝擊，北京在此時才出現「西餐廳」（林玥秀等，

2004），中國菜餚再融合地方菜，又受西洋菜影響下，原味漸漸多變化，新

式的中國餐飲由此開始展開（高秋英，2000）。 

現今，台灣因經濟成長、國民所得提高、都市人口增加、政府對休閒

政策的重視、社會人際關係改善、飲食習慣改變、小家庭興起，提高外食

人口，餐廳小館隨處可見，餐飲業見多樣化（林玥秀等，2004）。 

餐飲業基本上應該涵蓋三個組成要素：二、有足夠令人放鬆精神的環

境或；三、有固定場所；滿足顧客差異性的需求與期望，並獲得經營者的

特定目標與利潤之商業行為。因此，餐飲業遂而發展出不同型態與風格的

餐廳，種類不勝枚舉，一般可歸納兩種，營利與非營利，而非營利性餐廳

大都屬於福利性質，更是為滿足消費者的需求與期望而設，說餐飲業是種

為迎合「大眾口味」的行業，一點也不為過！ 

餐食內容大致可分為中餐、西餐、日本料理、速食餐廳及異國風味餐

廳…等等。若依消費方式來區分，又可分為豪華餐廳、主題餐廳、家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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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自助式餐廳…等等。若依經營方式、則可分為獨資經營、合夥經營、

連鎖經營、企業化經營…等等。若依服務方式來區分，則有餐桌服務方式

的餐廳(例如中、西餐廳、咖啡廳等)、櫃檯服務方式的餐廳(如速食餐廳、

PUB 等)及自助方式自取的餐廳。 

二、餐飲業特性 

餐飲業屬於服務業，其所提供的產品，大部分是無形而隨即消逝的，

與其他產業有明顯差異之處。將餐飲業的特性分述如下： 

1. 生產與消費須同時出現與進行 

餐廳所提供的服務，始於客人進入餐廳後、點菜、到廚房依其所點的

菜餚製成成品，這之間是無法事先作好和預料得到的，可說與一般零售店

的商品展示銷售有所不同，同時也別於製造業的商品---可依尺寸大量生產。

所以餐飲業較不容易做好銷售量的預估以達到控制生產量的結果，因為兩

者幾乎是同時進行的。 

2. 無法事先預知 

一般顧客在餐廳所接受的服務品質，很難在消費之前獲知或察覺，不

像購買其他商品，如洗衣機、沙發椅等日常用品，可事先檢視打量清楚，

符合品質要求標準後再行購買。所以餐飲服務業更需要塑造良好的企業形

象與口碑，使顧客在消費前能了解餐廳所提供的服務品質，產生正確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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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減少對餐廳的抱怨。 

3. 異質性 

由於餐飲服務業是與客人商密度接觸的行業。同樣的服務員在不同時

間與場合所提供給客人的服務，可能不盡相同，更何況不同的服務員所表

現出來的服務品質可能也不一樣。再者，不同顧客所需求的與期待的服務

也因個人特質而會有所不同，因此，如何克服此特性，達到餐廳服務標準

化與一致性，是餐飲服務業古往今來的挑戰。 

4. 起伏不定的需求 

由於餐廳的生意比較被動，須等客人門才算，不管是外賣、外送或在

餐廳裡面用餐。對於客人的數量，以及所消費的餐食，一般很難預估，所

牽涉的因素也很廣，如客人對食物的喜好及交通、天候、情緒等的影響。

在某些地方的餐飲業，淡旺季很明顯，較容易處理，在人力支援方面可事

先安排，使管理上減少很多的困擾。但在菜餚的準備與生產上，一樣是不

容易。 

5. 產品無法儲存 

餐廳有形的產品，如菜餚、點心，經過短時間儲放就會變質，如果沒

有消費掉，可能就要丟棄，因而會增加食物成本；其次為要保有食物新鮮

度，餐食不能太早準備的。所以餐廳成品是很難事先儲備的。餐廳的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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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也可視為商品的一部分，每天都是固定的量，如果當天沒有用完，不

可能隔天就會坐滿，或因此增多數量，一切都將歸零從頭算起，所以如何

達到最高的使用率與最大的銷售額，乃是經營者最主要的行銷策略。 

6. 上班時間特殊 

餐飲業為滿足不同客人的需求，營業時間通常較長而且特殊，如採中

間空班制，亦即「兩頭班」，假日無休等，為求公平及應付不同時段的客人，

員工必須接受輪班與輪休的安排，工作與休假時間很難固定。目前主管人

員的工作時間平均在 12 小時以上，可說相當長，如果對這行業沒有相當喜

愛與投入，一般人實在無法勝任與適應。 

7. 勞力密集 

餐飲業是講求服務的地方，而服務須由人來擔綱提供以示謹慎，很難

由機器來取代，尤其講求細膩精緻服務的高級餐廳更是如此，故餐飲服務

業對於基層的工作人員需求量很高。為要使整個餐飲作業程序如行雲流水

般流暢，服務人員密集無隙的提供服務非常重要，一旦人手出現不足現象，

服務水準立刻就會降低。 

8. 對無形產品難標準化 

餐飲業所提供的服務，大部分很難有一套準確的衡量標準，不像製造

業可以大量而標準化生產，最主要它是以人為主的服務業，服務人員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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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與內在個性都會影響顧客對服務品質的認定，再者，只要服務人員合

了顧客的口味，讓顧客順心對眼，則顧客對他們所提供的服務就會感到滿

意，否則不論有多好的服務熱忱及親切態度，一旦讓顧客產生不愉快的經

驗，就很難得到顧客正面的肯定。因此員工教育訓練是非常重要的，唯有

如此，才能確保服務品質的一致性與持續性。 

9. 包羅萬象 

消費者意識抬頭，而且為了滿足不同層次的客源，餐飲業相對地提供

多樣化的功能以滿足顧客不斷改變的需求與期望。例如外賣、外燴、窗口

服務、外送服務，提供電腦網路、商務與休閒設備的服務等，充分延伸餐

飲服務業的範圍與內容。 

陳厚耕(2014)將台灣餐飲業發展分成形成期(1985年~1979年)、成長期

(1980年~1999年)和成長期(2000年至2014年)三個時期(表2-2-2)： 

1. 形成期(1895年~1979年) 

民國前17 年台南度小月擔仔麵開設，到了38 年國民政府來到台灣，

大陸各地的飲食料理，如川菜、湘菜、粵菜、江浙菜、北京菜等，也傳入

了國內，與台灣飲食相互結合。民國47 年鼎泰豐創立，61 年由原來的調

油行轉型經營小籠包和麵點生意，黃金18 摺小籠包是店中的招牌，馳名國

內外，82 年鼎泰豐榮獲紐約時報評選為全球十大特色餐廳之一。民國6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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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炸雞店頂呱呱炸雞於台北市西門町店誕生。64 年高雄海霸王餐廳成立。

66 年欣葉餐廳成立，是國內第一家將臺灣筵席菜帶入台菜的餐廳。92 年，

欣葉餐廳與華航空廚合作，經由亞洲到歐洲航線，將台菜的精隨帶到世界

各地。這個時期國內餐飲業是以台菜料理為主，經營方式大都以獨立經營

為最多。 

表 2-2-2 台灣餐飲業發展沿革 

■ 形成期(1895年~1979年)：以台菜料理為主-獨立經營。 

1895年 ■台南度小月擔仔麵開設 

1975年 ■海霸王餐廳於高雄成立 

1977年 ■欣葉餐廳成立 

■ 成長期(1980年~1999年)：連鎖西式速食餐廳進入市場，開啟連鎖化經營趨勢。 

1984年 ■我國第一家西式速食業者麥當勞(McDonald”s)成立 

1984年 ■三商巧福成立 

1985年 ■我國第一家肯德基(Kentucky Fried Chicken)成立 

1990年 ■我家牛排餐館成立 

1993年 ■王品餐飲集團、歇腳亭、丹堤咖啡成立 

1995年 
■統一超商引進全球知名咖啡品牌星巴克，正式成立統一星巴克、伯朗咖啡

成立 

■ 成熟期(2000年~2014年)：餐點形式由量走向質的提升，企業經營型態開始走向多

品牌和集團化趨勢。 

2003年 ■ F-美食(85度C)成立 

2009年 ■ 新天地餐廳上市(第一家上市餐飲業) 

2012年 ■ 王品餐飲集團上市 

2014年 ■ 王品成立第15個餐飲品牌-ita義塔創義料理 

資料來源：陳厚耕(2014)，我國餐飲業景氣現況與發展趨勢，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料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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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長期(1980 年~1999 年) 

民國69 年以後，台灣的經濟改革成效顯著，生活及品質管理的觀念漸

漸影響國人的經營及消費方式，強調衛生、講究服務、注重品質、增加氣

氛、提高休閒服務等，除成為餐飲業者滿足顧客的基本需求外，亦是決定

產業競爭的重要因素(陳厚耕，2014)。在這個階段台灣餐飲業開始注重品牌

的建立，並以授權或直營方式擴大經營規模；因此具特色餐飲商品開發，

標準化作業流程的建置、複製與管理，一致性的品質要求，以及品牌的經

營與維護，為業者所重視的要項(周勝方，2010)。 

這個時期是國內餐飲進入連鎖加盟時期，民國71 年日本芳鄰餐廳進入

國內，展店家數最多達19 家之多，後來轉型為加州風洋食館。73 年美國

知名連鎖店麥當勞進入我餐飲市場，以品質 Q(Quality)、服務 S(Service)、

衛生 C(Cleanliness)和價值 V (Value)為其經營理念，對國業者帶來不小衝擊

與啟發。是年，台灣第一家台式料理速食餐廳三商巧福成立，是我國知名

牛肉麵連鎖店；鬥牛士同年於台台北市長安東路成立第一家牛排專賣店。

74 年溫娣漢堡、肯德基和龐德羅莎進入國內市場。84 年貴族世家成立，

85 年爭鮮迴轉壽司成立，87 年統一星巴克咖啡在台北市天母開幕。 

3.成熟期(2000 年~2014 年) 

這個時期企業經營型態開始走向多品牌和集團化趨勢(陳厚耕，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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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資料顯示，國內目前主要餐飲集團有王品、瓦城泰統、F-美食、六角國

際、爭鮮、展圓國際、大品、鼎王、乾杯、東元和統一食品等十一個，其

所擁有的品牌共有64 個，其中以王品15 個品牌和展圓國際10 個品牌為最

多(表2-2-3)。 

民國92 年85˚C 成立，93 年第一家直營店在新北市永和開幕，以「五

星級饗宴，平價化體驗」成功將「咖啡、蛋糕與烘培」的組合在國內外銷

售。六角國際成立於93 年，旗下有日出茶太、仙Q 甜品、La Kaffa、銀座

杏子日式豬排等四個品牌，日出茶太是集團主要收入來源，珍珠奶茶是其

主要商品。 

由表資料顯示，國內目前主要餐飲集團有王品、瓦城泰統、F-美食、六

角國際、爭鮮、展圓國際、大品、鼎王、乾杯、東元和統一食品等十一個，

其所擁有的品牌共有64 個，其中以王品15 個品牌和展圓國際10 個品牌為

最多(表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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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我國餐飲業業者主要餐飲品牌 

廠商 品牌 合計 

王品餐飲集團 

■王品牛排、夏慕尼、藝奇 ikki、原燒、西堤牛排、陶板

屋、聚鍋、品田牧場、舒果、曼咖啡、石二鍋、花隱

日本料理(中國)、LAMU 慕新香榭鉄板料理(中國)、hot 

7 新鉄板料理、ita 義塔等。 

15 

瓦城泰統 
■瓦城泰國料理、非常泰、1010 湘、大心新泰式麵食、十

食湘 BISTRO(中國)。 
5 

F-美食 ■85 度 C、這一鍋。 2 

六角國際 ■日出茶太、仙 Q 甜品、La Kaffa、銀座杏子日式豬排。 4 

爭鮮餐飲集團 ■爭鮮迴轉壽司、定食 8。 2 

展圓國際集團 

■麻布茶房、代官山、元定食、蛋蛋屋、鮨彩壽司、波拿

法、鐮奈鍋 Nabe Kamana、跳舞香水、Café Kitchen、

me 狀元。 

10 

大品餐飲集團 ■聚粵軒、新港茶餐廳、麵屋武藏。 3 

鼎王餐飲集團 ■鼎王麻辣鍋、無老鍋、塩選、囍壺人間茶館。 4 

乾杯餐飲集團 
■乾杯 BAR、紅酒乾杯、老乾杯、TEN、乾杯黑毛屋、乾

杯一風堂、八兵衛、乾杯季月。 
8 

東元集團 
■摩斯漢堡、雅樂雅、高玉日本料理、高樂鐵板料理、大

安森林食堂。 
4 

統一食品 
■統一午茶風光、統一星巴克、酷聖石冰淇淋、Mister 

Donut、21 世紀風味館、聖娜多堡、鍋上都。 
7 

資料來源：同表。 

若從個別業者的表現來看，根據天下雜誌2014 年調查的資料，在觀光

餐飲業業者方面，上榜之店家除餐館業者之外，還包括連鎖速食業者、航

空餐供應業者及飲料店等餐飲業者，其中開曼美食達人（85 度C）、王品餐

飲及統一星巴克為餐飲業中前三大排名企業。 

就2013 年與2012 年餐飲業排名之年度比較來看，開曼美食達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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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餐飲集團、統一星巴克及安心食品服務連續兩年蟬聯榜上前四大餐飲業

者，且其年營收皆呈現成長的情形，而開曼美食達人（151 億元）及王品

餐飲（148 億元）2013 年營收均逾百億，年產值遠高於榜上其他餐飲業者。

在營收成長率表現的部分，王品餐飲以20.92％年營收成長率奪冠，雖瓦城

泰統年產值不及王品餐飲的上百億元，但瓦城泰統不僅年度排名有所躍升，

年營收成長率也排名第二，僅微幅落後王品餐飲0.07%。 

表 2-2-4    2012~2013 年我國餐飲業者排名 

餐飲業排名 
公司名稱 

營業收入（億元） 營收成長率（%） 

2013 2012 2013 2012 2013 2012 

1 1 ■開曼食達人 151.14 134.79 11.53 17.66 

2 2 ■王品餐飲集團 147.81 123.06 20.92 59.84 

3 3 ■統一星巴克 67.53 59.52 13.46 8.81 

4 4 
■安心食品服務 

（摩斯漢堡） 
43.05 42.93 0.28 6.82 

5 7 ■瓦城泰統 23.07 19.09 20.85 24.69 

6 6 ■長榮空廚 22.65 19.69 17.60 13.16 

7 5 ■華膳空廚 20.75 19.26 5.44 12.11 

8 9 ■欣葉國際餐飲 15.73 14.84 6.00 1.57 

9 8 ■高雄空廚 14.13 18.24 -22.53 -1.99 

10 10 ■新天地國際實業 12.97 14.05 -7.15 -17.79 

11 11 ■六角國際事業 11.54 10.08 14.48 92.37 

12 N.A. ■上海鄉村餐飲 11.11 N.A. 14.48 N.A. 

資料來源：TTR台灣趨勢研究報告；註：N.A.表示無法取得資料。 

餐飲業的發展乃然受到經濟環境、社會型態、人口結構、消費及飲食

習慣等不同因素所影響。近年來台灣單身人口、頂客族、婦女就業人口攀

升，使得外食比例增加，促使餐飲產業穩定成長。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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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資料，近年來我國每一個家庭在餐廳及旅館支出的金額逐年提高，從98

年的6萬6千元，上升至102年的7萬9千元；而其占家庭消費性支出的比重也

從9.37%，提高到10.57%，但近兩年的比重則有趨緩的情形。 

進一步從餐飲業中的餐館業、飲料店業、餐飲攤販業及其他餐飲業各

細分產業別來看，可發現以餐館業家數最多，其次為飲料店家。而在家數

的成長情形方面，從近 5 年的資料可發現，除餐飲攤販業者家數增幅自89

年以來逐年下降之外，其餘各類別的家數均逐年成長。 

 

圖 2-2-1 民國 98 年和 102 年我國各餐飲產業別之營利事業家數，資料來

源：財政部資料中心。  

而在產值方面，同樣以餐館業的產值最高，其營業額占整體餐飲業比

例大約八成左右，98 年至 102 年間， 營業額由 2,118 億成長至 3,138 億

元，但近兩年在成長幅度上則逐漸趨緩。飲料店業的產值排名居次，而隨

著近來國內咖啡飲用人口提升，帶動連鎖咖啡店家數逐年增加，此趨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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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在飲料店業的營業額上，近年來的營業額皆呈現成長情形，102 年時

營業額已達 364 億元。 

 

圖2-2-2 民國98 年和102 年我國各餐飲產業別之整體總營收，資料來源：

財政部資料中心。註：營業額單位百萬，平均每家營業額單位百元。 

 

圖 2-2-3 民國 98 年和 102 年我國餐廳及旅館支出金額與結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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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業者看好外食市場發展，積極搶占商機，例如便利商店業者積極

推動鮮食商品，並在門市設立座位區，成為沒有廚房的餐聽；食品業者也

推出便利即食的餐點，如：調理肉品、冷凍家常菜等，意圖利用方便性來

攻占家庭客。此外，國人的外食比例以早餐最高，因為需求大，早餐也成

為餐飲業者的重要戰場，便利商店、速食餐飲業者皆推出低價早餐吸引上

班族或學生族群購買，部分餐廳業者也以早午餐做為主打產品，意圖搶占

早餐市場商機；在連鎖早餐店業者方面，則採取拉長營業時間，轉型供應

早午餐的策略以增加客源。 

綜觀上述的統計資料可發現，雖然近年來的餐飲業營業額呈現逐年成

長趨勢，但是近年來從塑化劑、毒澱粉、美牛瘦肉精、食材標示不實，一

直到最近震驚社會大眾的餿水油、飼料油事件，一波又一波的食品安全危

機不斷地降低消費者對餐飲業者的信任。在一連串食安風暴後，消費者食

安意識逐漸提高，消費習慣也有所改變，開始更注意食材來源、商品標示

與標章；也更加重視衛生安全、健康，挑選單純無添加物、有機的食品。 

許多業者看好外食市場發展，積極搶占商機，例如便利商店業者積極

推動鮮食商品，並在門市設立座位區，成為沒有廚房的餐聽；食品業者也

推出便利即食的餐點，如：調理肉品、冷凍家常菜等，意圖利用方便性來

攻占家庭餐桌。此外，國人的外食比例以早餐最高，因為需求大，早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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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餐飲業者的重要戰場，便利商店、速食餐飲業者皆推出低價早餐吸引

上班族或學生族群購買，部分餐廳業者也以早午餐做為主打產品，意圖搶

占早餐市場商機；在連鎖早餐店業者方面，則採取拉長營業時間，轉型供

應早午餐的策略以增加客源。 

三、早午餐 

Brunch 的由來 1895 年，英國作家 Guy Beringer 於獵人，週報（ Hunter，

s Weekly ）發表文章 “Brunch：A plea” ,為 “Brunch” 單字第一次出現於印

刷紙本。 Guy Beringer 在文章中建議我們在週日上教會後到享用晚餐大魚

大肉前，該有新的一餐，大約在中午前後進行，用餐內容開始於茶、咖啡、

和其它所有早餐原有的餐點。而為減輕人們星期天早起壓力， Brunch 可

讓星期六晚上派隊更加輕鬆，赤可以讓生活更愉快、更有活力。 Brunch 具

有歡愉、交際、友善特質，可從中感到滿足並擁有好心情迎接下一週的到

來。 

1896 年，英國 Punch 雜誌刊載 Guy Beringer 所發表文章，並提醒讀

者：此種組合式早餐，若比較接近一般早餐時間，則為 “Brunch” ，若比較

接近午餐時間，則為  “Blunch” （ Trex, 2012 ）。同年，牛津英文辭典

（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附錄便首次引用  Punch 雜誌中  Guy 

Beringer 所創造 Brunch 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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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慶弧（ 2013 ）指出經過一週五天的辛勤努力上班後，為慰勞自己，

英國人喜歡週日睡到自然醒，在獲得充足睡眠後，早餐已嫌晚，吃午餐又

太早，因此將二餐結合，早參加午餐（ Breakfast and Lunch ），形成一個新

的單字 “Brunch” 。 

中華百科（ 2013 ）則指出早午餐並不是每天均有，通常僅有在週日

才吃，用餐時間也比平常來得長，這類餐廳往往突顯出休閒、溫馨主題，

所以外國人稱之為 “sundaybrunch” （星期天早午餐）。 

綜合上述資料可知，Brunch 的出現始於英國人希望週日上教會後，接

近中午用餐時間，能享受豐富傳統早餐，但沒有晚餐油膩的新式早午餐；

隨著工業化與都市化來臨，此種用餐方式斥受到不少美國人喜愛。在經濟

結構改變、工作壓力日漸增加的後工業化社會中，早午餐出現不僅代表著

飲食與生活習慣改變，也提供現代人一種新減壓方式與選擇，以及聯絡家

人、朋友情感的機會。 

四、餐廳定義 

「餐廳」一詞源自英文 restaurant , 而這個字又來自法國 restauer , 跟

據法國大百科辭典解釋，餐廳為提供營養膳食，使人恢復體力之意（林香

君、高儀文，1999 ）。 

在西方，古羅馬時代即設有餐飲店，為從事商旅人們提供餐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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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字面意義而言，餐廳為恢復元氣、提供營養、膳食與休息的場所；就

實質意義而言，餐廳是在一定場所中，設席待客，提供餐飲、設備、服務、

氣氛以賺取合理利潤之服務性企業（蕭玉清，1999；林香君、高儀文，1999；

陳宗玄、張瑞琇，2008 ）。 

台灣傳統的早餐份量比較不足且樣式簡單，午餐的烹調方式比較亦偏

向油膩，相較下早午餐餐點比早餐豐富、比午餐清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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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外食消費相關研究 

家庭外食消費支出顯著者受家庭食品消費支出金額、時間價值、家庭

成員組成、居住地區和經濟戶長年齡...等變項影響。其中，家庭食品消費支出

和家務活動時間價值兩項變數，對家庭外食消費支出都有正向影響效果（李

皇照、林素娟，1997 ）。 

黃思華（ 2000 ）大台北地區夫妻飲食及相關因子之探討。在外食情

形方面，每天早餐外食的夫妻比例約有 30 %，午餐外食約有 24%，每天晚

餐外食丈夫約為 12 ％、妻子約為 7 ％。每天和家人一起在家用餐的夫妻比

例為 50-60%,每天和家人在外用餐的比例只有 4-5 %，顯示大部分的夫妻早

餐外食的比例高於午餐，午餐高於晚餐；而大部分的家庭三餐中仍至少有

一餐在家中共同進餐。每天和家人一起在家用餐的夫妻比例為 50 - 60 ％，

每天和家人在外用餐的比例只有 4 - 5％，顯示大部分的夫妻早餐外食的比

例高於午餐，午餐高於晚餐；而大部分的家庭三餐中仍至少有一餐在家中

共同進餐。 

李榮生（ 2002 ）研究家庭消費是指家庭飲食消費情形、花費金額、

外食情形與花費。外食頻率方面：調查全家每年一起到中式餐廳、速食餐廳、

美式餐廳、大飯店、日本料理店、啤酒屋、小吃店用餐頻率；另外食花費

金額方面：調查全家一起外出用餐每人帄均花費金額。家庭外食情況：1.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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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戶、低社經家庭較常去小吃店外食，外食頻率較高。高社經家庭在中

式餐廳、美式餐廳用餐頻率高於低社經家庭，低收入和低社經家庭很少到

大飯店、日本料理店和啤酒屋用餐。2.一般和中、高社經家庭外食花費金額較

高。一般家庭帄均每人外食花費金額為 339.19 元，低收入戶家庭每人則花

費 179.69 元。 

蘇楓雅（ 2007 ）探討台北科學園區從業人員之早餐飲食認知、品質

滿意度對消費行為之現況及相關性。園區從業人員在外食消費佔有很大的比

例，藉由這個研究，期能對現今科學園區早餐消費者之早餐飲食認知及品質滿

意度對消費行為做具體的分析。採「問卷調查法」，並以台北科學園區早餐

消費者為對象。研究工具以「消費者早餐飲食認知」、「消費者早餐品質滿

意度量表」、「早餐消費行為調查表」、「個人背景資料調查表」。 

徐梓航（ 2008 ）餐廳消費者對有機餐飲願付價格之研究-以高屏區餐

廳為例。在政府推行有機食品以及餐飲業者推出各式各樣的養生餐、有機

餐為主題，消費者也越來越重視生活上的調適與健康生活。但是為了因應如

此龐大的潛在消費市場，以及國內針對有機餐飲做相關研究較少的情況下，

本研究探討經過不同市場區隔之生活型態，消費者願付多少百分比的價格

在有機餐飲的消費。 

林志豪（ 2012 ）探討高雄市居民外食消費行為，採用舊稱 EKB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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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改名為 CDP 消費決策過程模式）之消費者決策過程，來探究國

人外食消費者行為。問卷內容包括消費者的人口統計變項與消費者行為二

大部份，並輔以消費者行為理論模式加以驗證。研究當中針對外食消費族

群飲食行為與人口統計變項作深入分析探討；然而透過消費者購買決策過

程，了解外食族群對採購外食如何定位。 

蔡珮涵（2012 ）消費者選擇早餐店消費行為之研究- 以新北市部分地

區為例。提出觀念性模型，並以影響消費者選擇早餐店之相關因素納入本研

究變數中，共有 11 項，包含：地點便利、價格、口味、環境衛生、裝潢氣氛、

商品種類、服務態度、熟悉度、促銷活動、商店品牌、出餐速度。本研究

分別針對消費者與業者雙方各進行問卷調查，並運用 PZB 模式中的差距之

觀念，協助早餐業者了解消費者選早餐店的因素與業者認知之間的差距，

藉分析結果，提供早餐業者經營之具體建議。 

許英珍（ 2014 ）探討 Brunch 餐廳顧客生活型態、消費動機、消費行

為與消費滿意度之關聯，採立意式抽樣量化研究，以 SPSS12.0 進行資料分

析與研究假設驗證。獲得以下研究結果：一、教育程度為高中職以下之顧客，

其「個人動機」高於研究所以上；解決早餐方式以外食或外帶為主之顧客，

其「生理動機」、「心理動機」高於自行烹調者。二、生活型態屬中庸生活型、

知性生活型、活躍生活型之顧客，皆以10 點抵達餐廳居多，單身主義型之顧客則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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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抵達餐廳居多。三、生活型態屬活躍生活型之顧客，其消費動機最為強烈研究結

果進行綜合討論，對 Brunch 餐廳經營業者與後續研究者提出具體建議。 

李韋毅（ 2013 ）探討早午餐商店之價格知覺、產品品質、服務品質

對行為意圖的影響及相關性。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以南部地區早午餐

消費者為對象，進行研究調查，以了解消費者對早午餐商店的價格知覺、

產品品質、服務品質是否會影響消費者的行為意圖。本研究推論可能是受

測者對於低價品不會太在意服務品質反而認為產品品質比服務品質重要

或所推論及修改的量表無法真正表達此構念所需的題項，導致此推論無法

成立。 

楊修明（ 2013 ）農夫市集消費者行為探討，其消費者的特質及購買

行為都是國內文獻較為缺乏的，研究結果發現本次農夫市集之受訪者以女性

居多，因家庭購買食材主要以女性為主。年齡以 31~50 歲的青壯年族群為主

要的購買群，此年齡層的消費者大多關心自身與家人之健康，並且重視「在地

環保」、「與生產者互動」。最後經 IPA 分析發現農夫市集最先需改善之目標為

「產品有驗證標章」。 

許玉梅（ 2014 ）以台中市獨棟式星巴克咖啡連鎖店消費行為分析。

國人的生活形態逐漸改變，越來越懂得享受休閒生活，利用放鬆的時間來

品嘗咖啡，喝咖啡的行為有獨立性或群體性；現今的咖啡店除了提供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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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咖啡飲品之外，氣氛、風格、裝潢也成為吸引顧客進入消費的重要因

素，發現獨棟式咖啡店除了外觀特別，另外能讓消費者放鬆的在店內聚會

聊天，並且在店內使用時間拉長，此部分值得更深入的探討其他相關因素。

獨棟式星巴克於台中市占居多，此咖啡店有哪些共同特色，因咖啡店的存

在而產生哪些效應，哪些空間的特色吸引了消費者，或因空間的配置影響

了消費行為。 

李桂芳（2009）觀察台灣每年外食市場規模，累計 2007 年 1 月至 12 

月餐飲業營業額為 2,916 億元，較上年同期增加 4.35% ，顯見餐飲業的市

場規模不容小覷。家庭外食消費市場是推動餐飲業蓬勃發展的重要動力，

若要維持餐飲業永續經營發展，首重餐飲行銷方式，且需以顧客立場為前提，

建立正確的行銷觀念，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和慾望，適時發現、滿足顧客

的潛在需求，本文歸納過去外食消費支出相關文獻彙整，參考表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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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外食相關文獻彙整表 

作者（年） 使用方法 研究內容 變數結果 

何忠昇( 1993) 
Heckman 

兩階段方法 

分析影響家庭外食消費

支出的重要因素，進而引

申其對農產運銷之影

響。 

家庭所得、都市化程度與

女性教育程度對家庭外

食消費支出皆為顯著正

向影響。 

林素娟（1993） 
Heckman 

兩階段估計 

推估家庭之家務時間價

值，再利用最小帄方法與

加權最小帄方法推估包

括家庭家務時間價值、人

口統計變數與社經變數

之六種類型家庭的外食

消費需求模型參數。 

影響不同類型庭外食消

費支出的主要因素有家

庭所得、家務時間機會成

本、家庭成員組成結構、

戶長年齡與外食消費支

出呈負向的關係，戶長教

育年數對於家庭外食消

費支出無顯著影響。 

李皇照、林素娟

（1997） 

外食消費支出計

量模式採回歸方

程式型態設定；

家計生產經濟模

型靜態分析。 

以家計生產經濟模型來

分析家計單位消費選擇

行為來解釋選擇行為之

差異。 

發現家庭外食消費支出

顯著受家庭食品消費支

出金額、時間價值、家庭

成員組成、居住地區和經

濟戶長變數影響。 

Ham,H wang & 

Kim( 2004) 

以  Tobin 模型

建構兩國外食消

費支出分析模

型。 

本文採用 1999 年韓國

國家統計局家庭所得與

支出調查與美國勞動統

計局消費者支出調查資

料，進行兩國外食消費 

支出影響因素之比較分

析。 

結果發現，所得和家中有

兩人或更多工作收入

者，對於韓國與美國家庭

外食消費支出具顯著正

向影響。戶長教育程度為

大 

專、家庭規模、戶長未婚

變數，對於韓國家庭外食

消費支出顯著正向影響。 

Mutlu＆ Gracia 

（2004） 

採取 

Double-Hurdle 

模型分析 

採 Becker 的家計生產

理 論 （ Household 

Production Theory）為基

礎模型，探討西班牙家

庭外食消費。 

家庭所得、家庭規模對於

家庭外食消費支出具顯

著性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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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外食相關文獻彙整表（續） 

作者（年） 使用方法 研究內容 變數結果 

Mtltlu & Gracia 

( 2004) 

以  Beck ' s 家

庭生產理論做為

建構家庭外食消

費支出分析模型 

研究發現，家庭所得與

婦女時間機會成本是影

響三種類型外食消費支

出重要影響因素。家庭

擁有自用住宅對午、晚

餐與早餐的外食支出有

顯著正向影響；對於早

餐則是顯著正向影響；

家庭人數對於午、晚餐

的外食消費支出有顯著

負向影響家庭居住都市

化程度越高地區，其在

午、晚與早餐有顯著正

向影響。家中六歲以下

小孩比例，對於三種類

型餐食並無顯著影響。 

年老家庭外食消費中，其

種族、所得、居住地區、

醫療支出、婚姻狀況、家

庭租賃、教育程度等有影

響。教育程度、城鄉地

區、居住地區和家庭租賃

等變數，年老外食消費支

出金額有影響。 

Stewart＆ Yen 

（2004） 

以  Censored 體

系方程式，利用 

FIML （ full 

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進行

模型參數推估 

研究美國家庭速食（fast 

food）與完全服務 

（full-service）外食消費

支出影響因素與市場的

變化。 

家庭所得、家庭規模、戶

長年齡、戶長種族、教育

程度與家庭結構，對於家

庭外食消費支出具影響

性。 

Jang、Ham &Hong 

( 2007) 

Probit, truncated 

方法 

探討人口統計 

(demographics）與社經 

( socioeconomic）變項對

美國老年家庭外食消費

支出的影響。 

年老外食消費，其種族、

所得、居住地區、醫療支

出、婚姻狀況、家庭租

賃、教育程度等有影響。

教育程度、城鄉地區、居

住地區和家庭租賃變

數，對於年老外食消費支

出有影響。 

資料來源：李桂芳（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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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章主要是依文獻探討之理論內容為基礎，依據研究目的建立本研究之

研究架構。 

第一節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第二節 研究假設 

假設一：不同社經背景對消費動機有顯著差異。 

假設二：不同社經背景對服務品質有顯著差異。 

假設三：不同社經背景對滿意度有顯著差異。 

1. 性別 

2. 年齡 

3. 婚姻狀況 

4. 教育程度 

5. 職業 

6. 月收入 

 

 

→   
 

消費行為 

1. 消費動機 

2. 服務品質 

3. 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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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及抽樣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針對研究對象進行資料收集，經由問卷預試確認

量表信度後，進行正式問卷之發放。 

一、抽樣方式 

本研究採用便利取樣法進行問卷調查，經業者同意後，由研究者於餐

廳內發放問卷，顧客依本身實際消費行為後填寫，於現場作答完畢後即刻

收回。 

二、抽樣地點 

本研究以臺中成旅晶贊飯店早午餐餐廳為抽樣地點。 

三、抽樣對象 

本研究目的為瞭解早午餐顧客之社經背景、消費動機、服務品質與消

費滿意度，問卷發放對象以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2 時之間至餐廳享用

早午餐，年滿 15 歲且能理解問卷內容及題目意義之顧客為主。平日、假

日發放問卷。調查時間為 2016 年 3 月 1 至 31 日，總計發出 400 份問卷，

回收 400 份問卷，回收率為 100％。此外，為避免顧客誤以為此問卷為餐廳

業者所設計，研究者會事先表明身分，以避免顧客填答時有所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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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問卷設計 

本研究的問卷設計，係修改自許英珍（ 2014 ） Brunch 餐廳顧客生活型

態、消費動機、消費行為與消費滿意度之研究-以高雄市五家餐廳為例，依

本研究之目的與研究架構，問卷內容分為三大部分：消費行為、消費動機

及個人基本資料。分別以下說明： 

第一部份：消費者的情況與消費行為依據消費者對早午餐消費情況，

所產生消費者行為，藉此了解消費者表現出的行為模式，共 9 題選項。「同

行至餐廳消費的人數共有幾人」、「與誰一起同行」、「來餐廳消費時段」、「您

是第幾次到此餐廳消費」、「早午餐餐廳的相關資訊」、「消費目的」、「可

以接受的早午餐的價位」、「今天是來享用的餐期」、「消費方式」。 

（一） 本題主要測詴受訪者同行至餐廳消費的人數共有幾人選項，共分為

四項：一人、二人、三人、四人及以上。 

（二） 本題主要測詴受訪者與誰一起同行選項，共分為五項：獨自前來、

家人或親戚、朋友或同學、同事或客戶、情侶。 

（三） 本題主要測詴受訪者來餐廳消費為時段選項，共分為四項： 10：30 

~ 11：30 、 11：31 ~ 12：30 、 12：31 ~ 13：30 、 13：31 ~ 14：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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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題主要測詴受訪者是第幾次到此餐廳消費選項，共分為四項：第 

1 次、第 2 次、第 3 次、第 4 次（含）以上。 

（五） 本題主要測詴受訪者從哪一管道獲得此早午餐餐廳的相關資訊選

項，共分為五項：親友推薦、飯店廣告、展覽會場、網路資訊、其他。 

（六） 本題主要測詴受訪者消費目的選項，共分為四項：體驗早午餐、親友

聚會、洽談公事、吃到飽。 

（七） 本題主要測詴受訪者此餐廳的早午餐價位為選項，共分為三項：低

價位、中價位、高價位。 

（八） 本題主要測詴受訪者今天是來享用選項，共分為三項：早午餐、早

餐、午餐。 

（九） 本題主要測詴受訪者消費方式選項，共分為三項：現金、刷卡、餐劵。 

第二部份：消費滿意度量表消費滿意度為顧客對於其所獲得之有形產

品或無形服務，是否能滿足需求及期望的一種評估。本研究著重於探討顧

客在早午餐消費經驗的感受程度，以及對於產品和服務之評價，研究量表

參考曾鑫勝 ( 2010 )、吳柏成 ( 2010 ) 之消費滿意度量表，並修改問卷設計，

將量表分成消費動機、服務品質、滿意度設計出 3 個問卷題項。每個題項

皆以 Likert 五點量尺計分，依作答者勾選「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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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同意」、「非常同意」，分別給予 1 分到 5 分，各子構面計分為各對

應子題之算術平均數，分數愈高，代表作答者對此構面消費滿意度愈強烈。 

第三部份：基本資料-受測者的基本屬性，了解性別、婚姻、年齡、職

業、教育程度及個人每月收入，共 6 題選項。 

（一） 性別：指受訪者之性別，分為男生與女生兩項。 

（二） 年齡：指受訪者之年齡，分為20 歲以下、 21 ~ 30 歲、 31 ~ 40 歲、  41 

~ 50 歲、 51 ~ 60 歲、 61 歲以上等六項。 

（三） 婚姻狀況：指受訪者之婚姻狀況，分為已婚與未婚二項。 

（四） 教育程度：指受訪者之教育程度，分為國中（含）以下、高中（職）、

大學（專）以及研究所以上等四項。 

（五） 職業：指受訪者之職業，分為軍公教人員、工商業、服務業、自由

業、家庭主婦、學生、退休人員、待業中及其他等九項。 

（六） 個人每月收入：指受訪者之個人每月收入，分為無收入、 20,001 ~ 

30,000元、 30,001 ~ 40,000 元、 40,001 ~ 50,000 元、50,001 元以上等

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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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分析方法 

在資料分析方面，本研究擬先將回收之問卷加以過濾整理，然後將資

料編碼輸入電腦，透過 SPSS12.0版電腦統計軟體進行相關資料分析與驗證，

下列就本研究所適用之統計資料分析方法分述說明如下： 

一、 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Reliability）就是評估整份量表的可靠程度與穩定性。本研

究採內部一致性係數（Coefficient of internal consistency）的 Cronbach’s α 係

數介於 0 與 1，多數學者認為數值介於 0.65 至 0.07 間尚可，介於 0.70 到 0.80

之間具有高度信度，若數值大於 0.80 數最佳。 

二、敘述性統計 

對個別變數採用敘述性統計分析方法，可說明各項變數之間平衡數、

百分比、次數分配等資料，以描述資料類別、特性及比例分配之情形。本

研究將利用研究架構中之變項，進行頻次分析、消費動機、服務品質、滿

意度，各變數間的次數分配、平均數、以及標準差等，以了解其中差異性。 

三、單因子變異數分析（One-way ANOVA） 

單因子變異數分析的目的是在比較三個或三個以上的樣本平均數，以

一個因子或變數為自變項，執行某個依變數的變異數分析，了解各個變項

間是否有顯著性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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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t 檢定 

一般研究設計，常使用樣本平均數對母群體平均數做假設檢定(單一獨

立樣本檢定)，或是藉由實驗組與對照組視為兩母群體樣本，並使用其樣本

平均數進行假設檢定(兩獨立樣本檢定)；當母群體之變異數為未知時，藉由 t

值換算與對照「t 分佈表」」以判定統計量是否落在拒絕區域(p≦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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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資料分析 

本章的主要目的為針對回收之有效問卷，以 SPSS12.0 中文版套裝軟體

進行資料分析、報表結果與意義的闡釋。包含第一節受訪者基本資料分析，

第二節消費概況分析，第三節消費動機分析，第四節服務品質分析，第五

節滿意度分析。 

第一節  受訪者基本資料分析 

本節主要運用敘述性統計，針對受訪者的基本資料，進行初步的探討，

本研究將早午餐受訪者之樣本結構，整理如表 4-1-1 所示。 

一、性別：表 4-1-1 中資料顯示，在本研究中的 400 個有效樣本中，性別方

面，女性 53.8％，男性佔 46.2％，女性比例大於男性。 

二、年齡：年齡方面，介於「51-60 歲」的受訪者最多，佔 26.8％；其中為

「31-40 歲」的受訪者，比例為 24.0％；以及為「21-30 歲」的受訪者，

比例為 15.3％，三者合計 264 人，以年長退休族群人數最多，佔整體受

訪者之 66.0％，由此可知前往早午餐消費消費者以年長退休族群顧客為

主。 

三、婚姻狀況：婚姻狀況方面，以「已婚」的受訪者為最多，為 73.5％；

其次為「未婚」的受訪者，為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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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程度：教育程度方面，以「高中（職）」的受訪者為最多，為 40.3

％；其次「大學（專）」的受訪者，為 39.5％。 

五、職業：職業方面，以「工商業」的受訪者為最多，為 33.5％；其次「自

由業」的受訪者，為 21.0％。 

六、月收入：以「20,001～40,000 元」的受訪者為最多，為 45.5％；其次「40,001

～60,000 元」的受訪者，為 29.5％。 

表 4-1-1 受訪者基本資料 

人口

統計 
類別 樣本數 

百分比

％ 

人口

統計 
類別 樣本數 

百分比

％ 

性別 男性 185 46.2 職業 軍公教人員 24 6.0 

 女性 215 53.8  工商業 134 33.5 

年齡 20 歲以下 16 4.0  服務業 55 13.8 

 21-30 歲 61 15.3  自由業 84 21.0 

 31-40 歲 96 24.0  家庭主婦 31 7.8 

 41-50 歲 55 13.8  學生 22 5.5 

 51-60 歲 107 26.8  退休人員 37 9.3 

 61 歲以上 65 16.3  待業中 1 0.1 

婚姻

狀況 

已婚 294 73.5  其他 12 3.0 

未婚 106 26.5 月收

入 

無收入 55 13.8 

教育

程度 

國中（含）以下 38 9.5 20,001～40,000 元 182 45.5 

高中（職） 161 40.3  40,001～60,000 元 118 29.5 

 大學（專） 158 39.5  60,001～80,000 元 37 9.3 

 研究所（含）以上 43 10.7  80,001～100,000 元 6 1.5 

     100,000 元以上 2 0.4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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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消費概況分析 

本節主要運用敘述性統計，針對受訪者的消費概況，進行初步的探討，

以次數分配，將本研究早午餐受訪者之樣本結構，整理如表 4-2-1 所示。 

一、同行人數：一同行至餐廳消費的人數，以「四人及以上」的受訪者為

最多，為 42.2％；其次「三人」的受訪者，為 25.2％。 

二、與誰同行：此次與誰一起同行，以「家人與親戚」的受訪者為最多，

為 40.7％；其次「朋友或同學」的受訪者，為 38.0％。 

三、消費時段：本次來餐廳消費時段，以「11：31~12：30」的受訪者為最

多，為 50.5％；其次「10：30~11：30」的受訪者，為 32.5％。 

四、消費次數：第幾次到此餐廳消費，以「第 2 次」的受訪者為最多，為

42.2％；其次「第 3 次」的受訪者，為 25.0％。 

五、相關資訊：從哪個管道獲得早午餐的相關資訊，以「親友推薦」的受

訪者為最多，為 50.0％；其次「飯店廣告」的受訪者，為 39.0％。 

六、消費目的：以「親友聚會」的受訪者為最多，為 39.8％；其次「體驗

早午餐」的受訪者，為 37.0％。 

七、早午餐的價位：以「中價位」的受訪者為最多，為 65.5％；其次「低

價位」的受訪者，為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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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餐期類型：以「午餐」的受訪者為最多，為 54.2％；其次「早午餐」

的受訪者，為 43.8％。 

九、消費方式：以「餐劵」的受訪者為最多，為 54.8％；其次「現金」的

受訪者，為 54.5％。 

表 4-2-1 餐廳顧客消費行為次數分配表 

消費行為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消費行為 選項 次數 百分比％ 

同行人數 一人 43 10.8 消費次數 第 1 次 88 22.0 

 二人 88 22.0  第 2 次 169 42.2 

 三人 100 25.0  第 3 次 100 25.0 

 四人及以上 169 42.2  第 4 次（含） 

以上 

43 10.8 

與誰同行 獨自前來 6 1.5    

 家人與親戚 163 40.7 相關資訊 親友推薦 200 50.0 

 朋友或同學 152 38.0  飯店廣告 156 39.0 

 同事或客戶 47 11.8  展覽會場 23 5.7 

 情侶 32 8.0  網路資訊 21 5.3 

消費時段 10：30~11：30 130 32.5 早午餐的

價位 

高價位 133 33.2 

 11：31~12：30 202 50.5 中價位 262 65.5 

 12：31~13：30 54 13.5  低價位 5 1.3 

 13：31~14：30 14 3.5 餐期類型 早午餐 175 43.8 

消費目的 體驗早午餐 148 37.0  早餐 8 2.0 

 親友聚會 59  39.8  午餐 217 54.2 

 洽談公事 18 4.4 消費方式 現金 98   24.5 

 吃到飽 75 18.8  刷卡 83 20.8 

     餐劵 219 54.7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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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消費動機分析 

一、 消費動機之信度分析與平均數 

在「消費動機」構面部分，各問項之平均值均於 3.90~4.19 之間，表示

成旅晶贊飯店早午餐在消費動機感受上偏高的，平均值為 4.05。在問項上，

以「為了體驗不同的飲食特色」的分數為最高為 4.19；而以「為了享受悠

閒的氣氛」的同意度為最低，其平均數為 3.90。綜合以上所述可知，本研

究抽樣之顧客對於成旅晶贊飯店的早午餐的體驗不同的飲食特色評價高，

但是對於享受悠閒的氣氛，比較不在意，導致其評價不是很高。（表 4-3-1） 

表 4-3-1  消費動機之平均值與標準差 

變數 題號 問項 平均值 標準差 

消費 

動機 

1 為了體驗不同的飲食特色。 4.19 0.729 

2 解決早餐及午餐，一舉二得。 4.14 0.711 

3 為了讓日常飲食有些變化。 4.07 0.779 

4 為了滿足對早午餐的好奇心。 3.97 0.735 

5 為了享受悠閒的氣氛。 3.90 0.631 

信度分析 Cronbach α 值為  0.772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消費動機之差異性分析 

1、性別 

受訪者對消費動機的檢定結果，在性別上的差異，經由 t 檢定發現，「飲

食變化」具有顯著性外，其餘「飲食特色」、「一舉二得」、「好奇心」、「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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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等項，P 值皆未達顯著差異，因此不論是何種性別的消費者都不影響其

觀感受。 

2、婚姻 

不同婚姻狀況受訪者對消費動機的差異性，就在婚姻而言並無顯著差

異，如表 4-3-2 所示。換言之，不論男性或女性的受訪者對「飲食特色」、「一

舉二得」、「飲食變化」、「好奇心」、「氣氛」等項，因此不論是何種性別的

消費者都不影響其感受。 

表 4-3-2 不同性別與婚姻受訪者消費動機 t 檢定結果 

消費動機 
性別 婚姻 

t 顯著性 t 顯著性 

飲食特色 1.569 0.645 -0.529 0.772 

一舉二得 0.926 0.223 0.227 0.691 

飲食變化 0.006 0.137 -1.812 0.276 

好奇心 1.569 0.047 -2.528 0.205 

氣氛 0.153 0.728 -1.463 0.081 

備註：P 值小於 0.05；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3、年齡 

根據表 4-3-3 受訪民眾不同年齡在消費動機方面，除了「飲食特色」、「好

奇心」達顯著水準外，其餘皆不顯著。表示不同年齡受訪者對於成旅晶贊

飯店早午餐的「一舉二得」、「飲食變化」及「氣氛」的消費動機沒有明顯

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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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受訪民眾不同年齡在消費動機變異數分析結果 

年齡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飲食特色 

組間 

組內 

總和 

 7.825 

204.353 

212.178 

5     

394 

399 

1.565 

.519 

 

3.017 

 

 

.011* 

 

 

一舉二得 

組間 

組內 

總和 

   3.907 

 197.531 

 201.438 

5     

394 

399 

        .781 

        .501 

 

 1.559 

 

 

      .171 

 

 

飲食變化 

組間 

組內 

總和 

   4.639 

 237.401 

 242.040 

5     

394 

399 

        .928 

        .603 

 

 1.540 

 

 

      .176 

 

 

好奇心 

組間 

組內 

總和 

  10.642 

 204.868 

 215.510 

5     

394 

399 

       2.128 

        .520 

 

 4.093 

 

 

    .001* 

 

 

氣氛 

組間 

組內 

總和 

   1.983 

 156.815 

 158.798 

5     

394 

399 

        .397 

        .398 

 

  .996 

 

 

      .420 

 

 

4、教育程度 

根據表 4-3-4 受訪民眾不同教育程度在消費動機的差異性，僅有「一舉

二得」具顯著性，其餘皆不顯著。表示不同受訪者對於「飲食特色」、「飲

食變化」、「好奇心」及「氣氛」的消費動機沒有明顯差異。 

5、職業 

根據表 4-3-5 受訪者不同職業在「一舉二得」、「飲食變化」、「好奇心」、

「氣氛」具有顯著，表示受訪民眾因職業的不同對於成旅晶贊飯店早午餐

的消費動機之「一舉二得」、「飲食變化」、「好奇心」、「氣氛」有明顯的差

異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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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4 不同教育程度受訪者消費動機變異數分析結果 

教育程度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飲食特色 

組間 

組內 

總和 

.542  

211.636 

212.178 

3     

396 

399 

.181 

.534 

 

.338 

 

 

.798 

 

 

一舉二得 

組間 

組內 

總和 

   5.626 

 195.811 

 201.438 

3     

396 

399 

       1.875 

        .494 

 

 3.793 

 

 

    .011* 

 

 

飲食變化 

組間 

組內 

總和 

    .713 

 241.327 

 242.040 

3     

396 

399 

        .238 

        .609 

 

  .390 

 

 

      .760 

 

 

好奇心 

組間 

組內 

總和 

   4.148 

 211.362 

 215.510 

3     

396 

399 

       1.383 

        .534 

 

 2.590 

 

 

      .053 

 

 

氣氛 

組間 

組內 

總和 

    .208 

 158.589 

 158.798 

3     

396 

399 

        .069 

        .400 

 

  .173 

 

 

      .914 

 

 

表 4-3-5 不同職業受訪者消費動機變異數分析結果 

職業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飲食特色 

組間 

組內 

總和 

 6.479 

205.699 

212.178 

7     

392 

399 

.926 

.525 

 

1.764 

 

 

.0.93 

 

 

一舉二得 

組間 

組內 

總和 

   9.989 

 191.448 

 201.438 

7     

392 

399 

       1.427 

        .488 

 

 2.922 

 

 

    005* 

 

 

飲食變化 

組間 

組內 

總和 

  14.608 

 227.432 

 242.040 

7     

392 

399 

       2.087 

        .580 

 

 3.597 

 

 

   .001* 

 

 

好奇心 

組間 

組內 

總和 

  12.710 

 202.800 

 215.510 

7     

392 

399 

       1.816 

        .517 

 

 3.510 

 

 

   .001* 

 

 

氣氛 

組間 

組內 

總和 

   5.700 

 153.097 

 158.798 

7     

392 

399 

        .814 

        .391 

 

 2.085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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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收入 

根據表 4-3-6 不同月收入受訪者消費動機五個題項中，「飲食特色」、「飲

食變化」等項具有顯著差異。表示不同受訪者對於「一舉二得」、「好奇心」

及「氣氛」的消費動機沒有明顯差異。 

表 4-3-6 不同月收入受訪者消費動機變異數分析結果 

月收入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飲食特色 

組間 

組內 

總和 

 5.329 

206.848 

212.178 

4     

395 

399 

1.332 

.524 

 

2.544 

 

 

.039* 

 

 

一舉二得 

組間 

組內 

總和 

   3.385 

 198.052 

 201.438 

4     

395 

399 

        .846 

        .501 

 

 1.688 

 

 

      .152 

 

 

飲食變化 

組間 

組內 

總和 

   8.013 

 234.027 

 242.040 

4     

395 

399 

       2.003 

        .592 

 

 3.381 

 

 

    .010* 

 

 

好奇心 

組間 

組內 

總和 

  3.257 

 212.253 

 215.510 

4     

395 

399 

        .814 

        .537 

 

 1.515 

 

 

      .197 

 

 

氣氛 

組間 

組內 

總和 

   2.630 

 156.168 

 158.798 

4     

395 

399 

        .657 

        .395 

 

 1.663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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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服務品質分析 

一、服務品質之信度分析與平均數 

在「服務品質」構面部分，各問項之平均值均於 3.78~4.17 之間，表示

成旅晶贊飯店早午餐在消服務品質感受上偏低的，平均值為 3.92。在問項

上，以「服務態度親切有禮」的分數為最高為 4.17；而以「補餐速度掌握

得宜」的同意度為最低，其平均數為 3.78。綜合以上所述可推知，本研究

抽樣之顧客對於成旅晶贊飯店早午餐的服務態度親切有禮評價高，但是對

於補餐速度掌握得宜，導致其評價比較低。（表 4-4-1） 

表 4-4-1  服務品質之平均值與標準差 

變數 題號 問項 平均值 標準差 

服務

品質 

1 服務態度親切有禮。 4.17 0.672 

2 有足夠的專業知識。 3.89 0.599 

3 補餐速度掌握得宜。 3.78 0.583 

4 能適時主動服務。 3.89 0.572 

5 服務效率令我滿意。 3.85 0.601 

信度分析 Cronbach α 值為  0.734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服務品質之差異性分析 

1、性別 

受訪者對服務品質的檢定結果，在性別上的差異，經由 t 檢定發現，「主

動服務」及「服務效率」具有顯著性外，如表 4-4-2 所示。換言之，不論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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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或女性的受訪者對「親切有禮」、「專業知識」和「補餐速度」等項，P

值皆未達顯著差異，不論是何種性別消費者都不影響其感受。 

2、婚姻 

不同婚姻狀況受訪者對服務品質的差異性，經由 t 檢定發現，「主動服

務」、「服務效率」具有顯著外，其餘「親切有禮」、「專業知識」、「補餐速

度」等項皆不具顯著差異，因此不論是何種婚姻狀況的消費者都不影響其

感受。 

表 4-4-2 不同性別與婚姻受訪者服務品質 t 檢定結果 

服務品質 
性別 婚姻 

t 顯著性 t 顯著性 

親切有禮 -1.111 0.399 -1.014 0.250 

專業知識 -1.282 0.821 -2.540 0.173 

補餐速度 -0.236 0.185 1.920 0.001* 

主動服務 -0.652 0.017 -1.748 0.905 

服務效率 -2.299 0.008 1.062 0.000* 

備註：P 值小於 0.05；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3、年齡 

根據表 4-4-3 受訪民眾不同年齡在服務品質方面，在「親切有禮」、「專

業知識」達顯著水準，其餘皆不顯著。表示不同年齡受訪者對於成旅晶贊

飯店的早午餐的「補餐速度」、「主動服務」及「服務效率」的服務品質明

顯有差異，在事後分析方面，無法清楚辦認受訪者不同年齡間之服務品質

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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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受訪民眾不同年齡在服務品質變異數分析結果 

年齡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親切有禮 

組間 

組內 

總和 

 6.427 

174.013 

180.440 

5     

394 

399 

1.285 

.442 

 

2.910 

 

 

.014* 

 

 

專業知識 

組間 

組內 

總和 

   5.679 

 137.481 

 143.160 

5     

394 

399 

       1.136 

        .349 

 

 3.255 

 

 

    .007* 

 

 

補餐速度 

組間 

組內 

總和 

  1.726 

 137.481 

 143.160 

5     

394 

399 

        .345 

        .340 

 

 1.015 

 

 

      .408 

 

 

主動服務 

組間 

組內 

總和 

  2.481 

 128.229 

 130.710 

5     

394 

399 

        .496 

        .325 

 

 1.524 

 

 

      .181 

 

 

服務效率 

組間 

組內 

總和 

  2.522 

 141.775 

 144.298 

5     

394 

399 

        .504 

        .360 

 

 1.402 

 

 

      .223 

 

 

4、教育程度 

根據表 4-4-4 受訪民眾不同教育程度在服務品質的差異性，僅有「服務

效率」具有顯著，其餘皆不顯著。表示不同教育程度受訪者對於「親切有

禮」、「專業知識」、「補餐速度」及「主動服務」的服務品質沒有明顯差異。 

5、職業 

根據表 4-4-5 受訪者不同職業在服務品質的差異性，「親切有禮」、「專

業知識」、「補餐速度」、「主動服務」和「服務效率」具顯著，表示受訪民

眾因職業的不同對於成旅晶贊飯店早午餐的服務品質之，「親切有禮」、「專

業知識」、「補餐速度」、「主動服務」和「服務效率」有明顯的差異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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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 不同教育程度受訪者服務品質變異數分析結果 

教育程度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親切有禮 

組間 

組內 

總和 

 2.409 

178.031 

180.440 

3     

396 

399 

.803 

.450 

 

1.786 

 

 

.149 

 

 

專業知識 

組間 

組內 

總和 

   0.803 

 142.357 

 143.160 

3     

396 

399 

        .268 

        .359 

 

   .744 

 

 

      .526 

 

 

補餐速度 

組間 

組內 

總和 

   1.185 

 134.565 

 135.750 

3     

396 

399 

        .395 

        .340 

 

  1.162 

 

 

      .324 

 

 

主動服務 

組間 

組內 

總和 

   1.400 

 129.310 

 130.710 

3     

396 

399 

        .467 

        .327 

 

  1.429 

 

 

      .234 

 

 

服務效率 

組間 

組內 

總和 

   4.393 

 139.904 

 144.298 

3     

396 

399 

       1.464 

        .353 

 

  4.145 

 

 

    .007* 

 

 

表 4-4-5 不同職業受訪者服務品質變異數分析結果 

職業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親切有禮 

組間 

組內 

總和 

 7.154 

173.286 

180.440 

7     

392 

399 

1.022 

.442 

 

2.312 

 

 

.025* 

 

 

專業知識 

組間 

組內 

總和 

   8.653 

 134.507 

 143.160 

7     

  392 

399 

        1.236 

         .343 

 

  3.603 

 

 

     .001* 

 

 

補餐速度 

組間 

組內 

總和 

   7.241 

 128.905 

 135.750 

7     

392 

399 

        1.034 

         .328 

 

  3.155 

 

 

     .003* 

 

 

主動服務 

組間 

組內 

總和 

   5.603 

 125.107 

 130.710 

7     

392 

399 

         .800 

         .319 

 

  2.508 

 

 

     .016* 

 

 

服務效率 

組間 

組內 

總和 

   9.651 

 134.646 

 144.298 

7     

392 

399 

        1.379 

         .343 

 

  4.01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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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收入 

根據表 4-4-6 不同月收入受訪者服務品質的差異性，在「專業知識」、「主

動服務」及「服務效率」等項具顯著差異，其餘皆不顯著。表示不同收入

受訪者對於「親切有禮」、「補餐速度」的服務品質沒有明顯差異。 

表 4-4-6 不同月收入受訪者服務品質變異數分析結果 

月收入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親切有禮 

組間 

組內 

總和 

 2.493 

177.947 

180.440 

4     

395 

399 

.623 

.450 

 

1.384 

 

 

.239 

 

 

專業知識 

組間 

組內 

總和 

    8.245 

   134.915 

  143.160 

4     

395 

399 

        2.061 

         .342 

 

  6.035 

 

 

     .000* 

 

 

補餐速度 

組間 

組內 

總和 

     0.724 

  135.026 

    135.50 

4     

395 

399 

         .181 

         .342 

 

   .529 

 

 

      .714 

 

 

主動服務 

組間 

組內 

總和 

     4.564 

  126.146 

   130.710 

4     

395 

399 

        1.141 

         .319 

 

  3.572 

 

 

     .007* 

 

 

服務效率 

組間 

組內 

總和 

     5.040 

   139.257 

  144.298 

4     

395 

399 

        1.260 

         .353 

 

  3.574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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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滿意度分析 

一、滿意度之信度分析與平均數 

在「滿意度」的平均數方面，各問項之平均值介於 3.96~4.32 之間，表

示顧客在消費後，對於成旅晶贊飯店早午餐的滿意度是較為高的，整題平

均值為 4.06。資料中可發現問項平均數最高為「地點與交通對我來說是便

利的」分數為 4.32；而以「整體而言，在此用餐讓我感到滿意」的同意度

為最低，其平均數為 3.96。由此可知道雖然顧客對地點與交通便利的滿意

度雖高，但是整體而言，在此用餐讓我感到滿意需再加強。（表 4-5-1） 

表 4-5-1  滿意度之平均值與標準差 

變數 題號 問項 平均值 標準差 

滿意度 

1 地點與交通對我來說是便利的。 4.32 0.638 

2 用餐環境舒適令我滿意。 4.01 0.599 

3 用餐氣氛符合我的需求。 3.98 0.577 

4 整體而言，在此用餐讓我感到滿意。 3.96 0.589 

5 您願意再次到此餐廳消費。 4.02 0.525 

信度分析 Cronbach α 值為   0.782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滿意度之差異性分析 

1、性別 

受訪者對滿意度的檢定結果，在性別方面，經由 t 檢定發現，「交通便

利」具有顯著性外，如表 4-5-2 所示。換言之，不論男性或女性的受訪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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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舒適」、「用餐氣氛」、「感到滿意」和「再次消費」等項，P 值皆未達

顯著差異，不論是何種性別消費者都不影響其感受。 

2、婚姻 

就婚姻狀況而言，受訪者無論已婚或未婚對滿意度並無顯著差異性，

如表所示。亦即，受訪者對「交通便利」、「環境舒適」、「用餐氣氛」、「感

到滿意」及「再次消費」等項，其 P 值皆無顯著性，因此不論是何種婚姻

狀況的消費者都不影響其決定。 

表 4-5-2 不同性別與婚姻受訪者滿意度 t 檢定結果 

滿意度 
性別 婚姻 

t 顯著性 t 顯著性 

交通便利 0.271 0.000* -0.779 0.110 

環境舒適 -2.939 0.438 -2.907 0.583 

用餐氣氛 0.202 0.609 -1.498 0.471 

感到滿意 -0.364 0.096 -2.616 0.053 

再次消費 0.425 0.202 -1.642 0.555 

備註：P 值小於 0.05；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3、年齡 

根據表 4-5-3 受訪民眾不同年齡在滿意度方面的差異性，在「環境舒適」、

「用餐氣氛」及「再次消費」達顯著水準，其餘皆不顯著。表示不同年齡

受訪者對成旅晶贊飯店早午餐的「交通便利」、「感到滿意」的滿意度沒有

明顯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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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3 受訪民眾不同年齡在滿意度變異數分析結果 

年齡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交通便利 

組間 

組內 

總和 

 3.384 

158.926 

162.310 

5     

394 

399 

.677 

.403 

 

1.678 

 

 

.139 

 

 

環境舒適 

組間 

組內 

總和 

  10.112 

 133.248 

 143.360 

5     

394 

399 

       2.022 

        .338 

 

 5.980 

 

 

     .000* 

 

 

用餐氣氛 

組間 

組內 

總和 

   5.949 

 126.848 

 132.798 

5     

394 

399 

       1.190 

        .322 

 

 3.696 

 

 

     .003* 

 

 

感到滿意 

組間 

組內 

總和 

   3.110 

 135.168 

 138.278 

5     

394 

399 

        .622 

        .343 

 

 1.813 

 

 

     .109 

 

 

再次消費 

組間 

組內 

總和 

   4.075 

 105.835 

 109.910 

5     

394 

399 

        .815 

        .269 

 

 3.034 

 

 

     .011* 

 

 

4、教育程度 

根據表 4-5-4 不同教育程度受訪者滿意度的差異性，在「環境舒適」、「感

到滿意」達顯著水準，其餘皆不顯著。表示不同教育程度受訪者對於「交

通便利」、「用餐氣氛」及「再次消費」的滿意度沒有明顯差異。 

5、職業 

根據表 4-5-5 受訪者不同職業，有「環境舒適」、「用餐氣氛」、「感到滿

意」與「再次消費」達顯著水準，其餘皆不顯著。表示不同職業受訪者對

於「交通便利」的滿意度沒有明顯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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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4 不同教育程度受訪者滿意度變異數分析結果 

教育程度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交通便利 

組間 

組內 

總和 

 0.484 

161.826 

162.310 

3     

396 

399 

.161 

.409 

 

.395 

 

 

.757 

 

 

環境舒適 

組間 

組內 

總和 

    2.824 

  140.536 

  143.360 

3     

396 

399 

        .941 

        .355 

 

  2.652 

 

 

     .048* 

 

 

用餐氣氛 

組間 

組內 

總和 

    0.301 

  132.497 

  132.798 

3     

396 

399 

        .100 

        .335 

 

   .300 

 

 

      .826 

 

 

感到滿意 

組間 

組內 

總和 

    7.363 

  130.915 

  138.278 

3     

396 

399 

       2.454 

        .331 

 

  7.424 

 

 

     .000* 

 

 

再次消費 

組間 

組內 

總和 

    0.865 

  109.045 

  109.910 

3     

396 

99 

        .288 

        .275 

 

  1048 

 

 

      .371 

 

 

表 4-5-5 不同職業受訪者滿意度變異數分析結果 

職業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交通便利 

組間 

組內 

總和 

 3.529 

158.781 

162.310 

7     

392 

399 

.504 

.405 

 

1.245 

 

 

.277 

 

 

環境舒適 

組間 

組內 

總和 

   6.327 

 137.033 

 143.360 

7     

392 

399 

         .904 

         .350 

 

  2.586 

 

 

     .013* 

 

 

用餐氣氛 

組間 

組內 

總和 

   5.179 

 127.618 

 132.798 

7     

392 

399 

         .740 

         .326 

 

  2.273 

 

 

     .028* 

 

 

感到滿意 

組間 

組內 

總和 

   6.425 

 131.853 

 138.278 

7     

392 

399 

         .918 

         .336 

 

  2.729 

 

 

     .009* 

 

 

再次消費 

組間 

組內 

總和 

   5.222 

 104.688 

 109.910 

7     

392 

399 

         .746 

         .267 

 

  2.793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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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收入 

根據表4-5-6不同月收入受訪民眾滿意度中，「交通便利」、「環境舒適」、

「用餐氣氛」、「感到滿意」及「再次消費」未達顯著水準。 

表 4-5-6 不同月收入受訪者滿意度變異數分析結果 

月收入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顯著性 

交通便利 

組間 

組內 

總和 

 3.721 

158.589 

162.310 

4     

395 

399 

.930 

.401 

 

2.317 

 

 

.057 

 

 

環境舒適 

組間 

組內 

總和 

   2.343 

 141.017 

 143.360 

4     

395 

399 

         .589 

         .357 

 

  1.641 

 

 

      .163 

 

 

用餐氣氛 

組間 

組內 

總和 

   2.902 

 129.895 

 132.798 

4     

395 

399 

         .726 

         .329 

 

  2.206 

 

 

      .068 

 

 

感到滿意 

組間 

組內 

總和 

   0.935 

 137.342 

 138.278 

4     

395 

399 

         .234 

         .348 

 

   .672 

 

 

      .611 

 

 

再次消費 

組間 

組內 

總和 

   0.178 

 109.732 

 109.910 

4     

395 

399 

         .045 

         .278 

 

   .161 

 

 

      .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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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文主旨在探討臺中市民選擇早午餐的消費行為之關係以臺中成旅晶

贊飯店為例，研究對象為前來飯店享用早午餐的消費者，透過第四章所敘

之各研究方法，分析各研究構面之間關係，期望藉由顧客的觀點，探討臺

中市居民消費者對於成旅晶贊飯店早午餐的消費行為，協助經營者提出適

合的建議及參考。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節綜合上述實證分析之結果，針對本研究主要發現與其意涵以及各

構面間之關係分別作探討，並討論出管理上的意見。 

一、早午餐顧客之樣本特性 

本研究的樣本結構為男女平均差異較大，女性比例大於男性，以年長

族群人數為主，婚姻狀況以已婚的受訪者為最多，學歷以高中（職）的比

例為最高，職業以工商業、自由業的受訪者最多，個人月收入以

20,001~30,000 元的人最多。由以上分析資料可以得知，到成旅晶贊飯店的

消費者大多可以歸類為已婚年長族群，這些族群大都是退休人員居多且收

入穩定。 

二、消費行為之樣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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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樣本結構為消費人數以四人及以上的受訪者為最多，與誰同

行以家人或親戚的受訪者為最多，用餐時段以 11：31~12：30 的受訪者為

最多，用餐次數以第 2 次的受訪者為最多，相關資訊以親友推薦其次飯店

廣告的受訪者為最多，消費目的以親友聚會、體驗早午餐的受訪者為最多，

價位以中價位的受訪者為最多，來享用以午餐其次早午餐的受訪者為最多，

消費方式以餐劵的受訪者為最多。由以上分析資料可以得知，到成旅晶贊

飯店的消費者大多可以歸類為家庭客及朋友聚餐居多，透過親友的推薦，

口耳相傳加上飯店廣告吸引消費者前來飯店消費，許多消費者覺得價位偏

於中價位，消費者用餐時段大多以午餐為居多。 

三、早午餐顧客三變數平均數分析 

由本研究樣本對顧客的消費動機重視度分析發現，到成旅晶贊飯店的

消費者的顧客重視程度較高的問項以「為了體驗不同的飲食特色」，而以「為

了享受悠閒的氣氛」的同意度為最低。由此可推論，顧客在體驗不同的飲

食特色可吸引到消費者的青睞。因此建議業者可以建立循環菜單及搭配季

節性的食材在讓消費者在每次的用餐體驗都有不同的菜色感受，音樂可選

擇較輕快；音量適中能帶給消費者有一個悠閒的用餐氣氛。 

在服務品質同意度分析可知，以「服務態度親切有禮」為最高；而以

「補餐速度掌握得宜」的同意度為最低。本研究推測，服務品質以服務態



 

73 

度親切有禮上讓消費者感受最深，建議後續研究方向可以從員工教育訓練

的建立與服務品質的關係是否有顯著性的影響切入，而「補餐速度掌握得

宜」得分最低是否與營業利潤有關連，而造成業者會限制食材成本的考量

因素，如何在成本與顧客服務品質中尋求平衡點也是後續探討之一。 

在顧客滿意度上，其平均數分析發現，以「地點與交通對我來說是便

利的」最高；而以「整體而言，在此用餐讓我感到滿意」的同意度為最低。

由此可知道餐廳的地點及交通便利對於消費者在滿意度上來說是非常重要。

以整體而言，在此用餐讓我感到滿意；根據 Zeithaml & Bitner ( 2003 ) 認為

消費滿意度受服務品質、產品品質、價格、情境因素及個人因素所影響，

可以理解顧客基於在不同社經背景上，對於顧客滿意度所產生的主觀見

解。 

四、利用 t 檢定和 one way ANOVA 進行差異性分析 

（一）不同性別及婚姻狀況對於早午餐的消費動機、服務品質及滿意度的

看法認知上並沒有顯著的差異。對於這樣的研究結果，本研究推測現

代男、女性以及婚姻狀況為何，並不會影響台中市民的消費行為，消

費者在餐廳用餐時感到餐點的美味，也要提供貼心的服務品質及滿意

度。 

（二）不同年齡受訪者在消費動機中不同的為了體驗不同的飲食特色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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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滿足對早午餐的好奇心；在服務品質中的服務態度親切有禮及有足

夠的專業知識；以及在滿意度中的用餐環境舒適令我滿意、用餐氣氛

符合我的需求、您願意再次到此餐廳消費，都有顯著性的差異。其餘

問項中都無法辨認不同年齡層的受訪者之間的差異性。建議經營者在

對於顧客的服務、專業知識及用餐環境舒適度需再加強，以提升消費

者的意願。 

（三）不同的教育程度受訪者在消費動機中解決早餐及午餐，一舉兩得；

在服務品質中令我滿意服務效率；在滿意度中用餐環境舒適令我滿意

及整體而言，在此用餐讓我感到滿意，都有顯著性的差異。本研究推

測可能在不同社經背景上的消費者有所差異，導致問卷中的變相有顯

著性的差異。 

（四）不同的職業受訪者在消費動機中的解決早餐及午餐，一舉兩得、為

了讓日常飲食有些變化、為了滿足對早午餐的好奇心、為了享受悠閒

的氣氛；在服務品質中服務態度親切有禮、有足夠的專業知識、補餐

速度掌握得宜、能適時主動服務、服務效率令我滿意；在滿意度中用

餐環境舒適令我滿意、用餐氣氛符合我的需求、整體而言，在此用餐

讓我感到滿意及您願意再次到此餐廳消費，都有顯著性的差異。本研

究推測到成旅晶贊飯店的消費者可能在不同的社經背景中的消費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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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品質及滿意度有所差異性，因此在服務品質上需要加強，提升滿

意度，讓消費者感受到貼心的服務。 

第二節  建議 

針對本研究的結果與結論，提出下列建議，以作為經營者的參考： 

經由本研究對於台中市民的早午餐消費概況，以成旅晶贊飯店的大多

數消費者而言是將早午餐合併成午餐的觀念居多；其次是以早午餐作為用

餐的目的，顯示消費者偏好跨餐期的用餐模式，對民宿業者或是其他旅館

業者也可以開發這種用餐模式，延長早餐供餐時間或許更可以提高顧客滿

意。目前早午餐的市場慢慢地擴展，從原本只經營早餐的時段延後至午餐

的店家也越來越多，但店家延長營業是否有增加利潤及效益也是可提供未

來研究的方向。 

整合研究結果，建議業者可以建立循環菜單、搭配季節性的食材及台

中特色在地小吃讓消費者在每次的用餐體驗都有不同的菜色感受。加強員

工內部的訓練及經驗傳承並多與顧客互動達到提升服務品質及滿意度，提

供給業者未來經營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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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正式問卷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這是一份探討成旅晶贊飯店早午餐(Brunch)餐廳消費行為之問卷。調查的目的在於蒐集相關

資料，請您依據實際情況回答問題。填寫本問卷約需10分鐘，您所提供的資料僅作為學

術研究之用，絕不會對外公開。敬請支持本研究進行，並致上最深的謝意。 

朝陽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 

指導教授：陳宗玄博士 

研究生：林文章敬上 

請翻頁繼續作答，謝謝您！ 

第一部分：消費行為  (單選) 

1.請問您此次同行至餐廳消費的人數共有幾人？ (包含您自己) 

□一人 □二人 □三人 □四人及以上 

2.請問您此次與誰一起同行？ 

□ 獨自前來 □家人或親戚 □朋友或同學 □同事或客戶 

□ 情侶    

3.請問您此次來餐廳消費為時段？ 

□10：30~11：30 □11：31~12：30 □12：31~13：30 

□13：31~14：30   

4.請問您是第幾次到此餐廳消費？(以過去 3 個月之內計算) 

□第 1 次 □第 2 次 □第 3 次 □第 4 次（含）以上 

5.請問您主要從哪一管道獲得此早午餐餐廳的相關資訊？ 

□親友推薦 □ 飯店廣告 □展覽會場 □網路資訊 

6.請問您到此消費目的？ 

□ 體驗早午餐 □親友聚會 □ 洽談公事 □吃到飽 

7.請問您覺得此餐廳的早午餐的價位為？ 

□低價位 □中價位 □高價位  

8.請問您今天是來享用？ 

□早午餐 □早餐 □午餐  

9.請問您本次的消費方式？ 

□現金 □刷卡 □ 餐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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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描述您個人至本餐廳享用早午餐(Brunch)的消費動機、服務品質、滿意度；請

根據問項所敘述內容，勾選最能反映您實際情況的選項。1代表「非常不同意」、2代表「不

同意」，依此類推…，5代表「非常同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不

同

意 

 

 

 

2 

普 

通 

 

 

 

 

3 

同 

意 

 

 

 

 

4 

非

常

同

意 

 

 

5 

消費動機，我來此用餐是： 

1.為了體驗不同的飲食特色。  □ □ □ □ □ 

2.解決早餐及午餐，一舉兩得。  □ □ □ □ □ 

3.為了讓日常飲食有些變化。  □ □ □ □ □ 

4.為了滿足對早午餐的好奇心。  □ □ □ □ □ 

5.為了享受悠閒的氣氛。  □ □ □ □ □ 

服務品質，關於餐廳服務人員： 

1.服務態度親切有禮。  □ □ □ □ □ 

2.有足夠的專業知識。  □ □ □ □ □ 

3.補餐速度掌握得宜。  □ □ □ □ □ 

4.能適時主動服務。  □ □ □ □ □ 

5.服務效率令我滿意。  □ □ □ □ □ 

滿意度，關於餐廳： 

1.地點與交通對我來說是便利的。  □ □ □ □ □ 

2.用餐環境舒適令我滿意。  □ □ □ □ □ 

3.用餐氣氛符合我的需求。  □ □ □ □ □ 

4.整體而言，在此用餐讓我感到滿意。  □ □ □ □ □ 

5.您願意再次到此餐廳消費。  □ □ □ □ □ 

請翻頁繼續作答，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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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問卷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撥冗填答 

 

第三部分：個人基本資料 

1.性別：□男□女 

2.您的年齡： 

□20 歲以下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1 歲以上   

3.您目前的婚姻狀況為： 

□未婚 □已婚 

4.您的教育程度： 

□國中(含)以下 □高中(職) □大學(專) □研究所(含)以上 

5.您目前從事的職業：(請勾選最適合的一項) 

□軍公教人員 □工商業 □服務業 □自由業 

□家庭主婦 □學生 □退休人員 □待業中 

□其它    

6.您個人目前平均每個月的收入為：(新台幣) 

□無收入 □20,001～40,000 元 □40,001～60,000 元 

□60,001～80,000 元 □80,001～100,000 元 □100,001 元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