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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連鎖餐飲業之服務品質為基礎，探討加盟總部對加盟者的服務

策略，結合 Kano 模式與精化 Kano模式，透過問卷發放進行品質要素歸類及

彙整，再以重要度-滿意度模式將品質要素劃分至不同區域，以便進行服務策

略擬定。 

實證結果發現，Kano 模式及精化 Kano模式於加盟總部品質要素歸類上

有顯著差異。在重要度-滿意度模式中被歸類有待改善區的「商品採購議價能

力」、「廣告及促銷活動」與「一致性的服務水準」等三項要素，代表加盟者

對這三項要素服務是不滿意的，也是加盟總部亟需要改善地方。 

利用 Kano 模式、精化 Kano模式、重要度-滿意度模式、改善係數，讓加

盟總部了解加盟者對於所提供服務的看法，並從中去擬定加盟總部對其加盟

者的服務策略，進行維持或改善，以保持在該產業中的競爭力不被淘汰。 

 

關鍵字：連鎖餐飲業、Kano 模式、精化 Kano 模式、重要度－滿意度模式、

改善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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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我國因經濟蓬勃發展，使得國民所得及消費能力逐年提升，再

加上單身貴族與職業婦女人數日益增加，促成了在外伙食費用佔家庭收支費

用比重持續成長的動能。除此之外，原本擁有相關證照取得容易、資金需求

較其餘產業低階的特色餐飲業在外食市場具有龐大商機的利多因素加持之

下，深獲投資人與創業者的青睞，紛紛加碼投資。但俗語說：『隔行如隔山』，

進入門檻低不代表經營管理就能得心應手。因此，許多有興趣跨足餐飲業的

投資人與創業者，為了有效降低風險，而多採取加盟連鎖品牌的方式，藉以

獲取經試驗後之產品、服務、品牌及經營管理上的協助。 

隨著藉由加盟連鎖的方式進入餐飲業的投資人或加盟者日益增加，餐飲

連鎖加盟總部數如雨後春筍般的成立，加盟總部與加盟者之間也不時發生衝

突與紛爭事件(例如：加盟廣告刊載不實或總部積極展店忽略基本管理營運等

事件)。然而，這些事件的發生往往使得加盟總部的聲譽受損，進而造成加盟

者望之卻步，最後使得原本就身處激烈競爭市場中之連鎖餐飲總部面臨雪上

加霜的窘境。因此，我國餐飲連鎖加盟業之加盟總部理應正視此問題之影響

力。 

因此，倘若任一餐飲連鎖加盟總部能提供旗下加盟者滿意的服務，既能

產生安內攘外的效用，且將連鎖加盟效益發揮的淋漓盡致。不過，能提供給

加盟者的服務百百種，但總部的資源畢竟有限，因此，究竟該著重於提供哪

些服務之品質才能使加盟者滿意呢？ 

故本研究擬以餐飲連鎖加盟業之加盟者為研究對象，透過合適之研究方

法探究餐飲連鎖加盟之加盟者所重視的服務有哪些，並進一步將所得知結果

進行彙整與比較後提供予連鎖加盟總部作為制定服務策略時參考之用。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探究連鎖加盟業之加盟者真正重視或需要加盟總部提供之服

務類型(既服務品質要素)，換言之，也就是探討連鎖餐飲加盟總部應著重於提

供哪些服務給旗下之加盟者，才能提升加盟者之滿意度。以下為本研究之研

究目的： 

(一) 利用Kano模式來分析餐飲連鎖加盟業之加盟者所考量的各項服務品

質要素，並將各項服務品質要素進行歸類。 

(二) 利用精化 Kano 模式將已經由 Kano 模式分析並進行歸類之服務品質

要素加入重要度後，再進行一次歸類，藉以確定餐飲連鎖加盟業之

加盟者所注重之服務品質要素為何，進而使加盟總部在擬定服務策

略時能更加精確。  

(三) 利用加盟者特性分析，探討不同特性之加盟者在餐飲連鎖加盟總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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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之服務品質要素的看法上，是否有顯著的不同。 

(四) 透過重要度-滿意度模型與改善係數，了解各項服務品質要素在加盟

者心中的重要度及滿意度為何，並進一步將服務品質要素劃分於重

要度-滿意度模式的四項區域中，以便將服務品質要素中需改善之要

素進行排序，藉以讓加盟總部能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了解應優先

著手改善哪項服務品質要素。 

(五) 將研究成果之展現，提供予我國餐飲連鎖加盟業之業者經營上的建

議，作為提升或保持競爭力的方針。  

貳、文獻探討 

一、餐飲業 

根據經濟部商業司(1995)對於餐飲業之定義，認為餐廳係以固定場所接待

客人，提供餐飲、設備、人員服務，以此賺取利潤的服務性企業。所以舉凡

以營利為目的，提供餐飲、服務等商品及包括人力與機械的服務且具固定營

業場所的，即所謂餐飲業。依據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2011)，

從事調理餐食或飲料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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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類，其可分為四大類，其內容整理如表1所示： 

表 1  中華民國連鎖餐飲業定義 

類別 定義 

餐館業 
從事調理餐食提供現場立即食用之餐館。便當、披薩、漢堡等餐食外帶外

送店亦歸入本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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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飲攤販業 從事調理餐食或飲料提供現場立即消費之固定或流動攤販。 

其他餐飲業 

除上述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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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歸入本類。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11) 

二、連鎖經營 

連鎖店(Chain Store)最早發展於二次大戰後，美國政府為輔導無一技之

長、又沒資金的退伍軍人就業，於是和業界共同開創出授權加盟此種商業經

營模式。根據國際連鎖加盟協會(IFA)的定義，連鎖即為一種存在於總部

(Franchiser)和加盟主(Franchisee)之間的持續關係。總部賦予對方一項執照、特

權使其能經營生意再加上對其組織、訓練、採購和管理的協助。相對的也要

求加盟主賦予相當的代價做為報償。此外連鎖經營即擁有或實際控制兩家或

者以上零售據點的店面，且這些店面中銷售產品或提供服務，並且統一進行

採購，遵守營運規則，並盡可能塑造一致的企業識別系統(CIS)以提昇企業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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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以確保其整體之服務品質(Kotler & Clark, 1987, Justice & Judd, 1989)。 

本研究所採行的連鎖經營定義為：連鎖經營即擁有或實際控制兩家(含)

以上零售據點的店面，透過大量採購以降低成本並同時確保其品質一致性，

並且塑造一致的企業識別系統以提昇企業形象。 

三、加盟之定義 

加盟方式是一種組織形式，一個企業同意個人或公司有權在某一特定地

區及某段時間內，依規定的事項經營企業，而以權利金或其他的費用支付授

權的企業(Elango ＆ Fried, 1997; Hirsch ＆ Peters, 1989)。加盟系統是由加盟

總部及加盟主所組成的經營共同體，雙方受加盟總部擬出的合約所規範，總

部發展出獨特企業概念，並允許加盟主在受總部的監督及控制下，在其自有

的營運點中加以運用，此企業概念包括商標、產品、服務及營運方法(Weaven 

＆ Frazer, 2003)。 

本研究所採行的加盟定義為：加盟總部發展出加盟系統的企業經營概

念，包括商標、店名，在行銷策略上，盡可能銷售相同之產品線、統一採購

以及在店面佈置及產品陳列上塑造消費者統一形象之商店，加盟主經由支付

權利金或其他費用後被授權使用這些企業經營概念，加入其經營體系中。 

近年來國內對於連鎖餐飲業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顧客忠誠度的相關研

究。茲將連鎖餐飲業相關文獻整理如下：陳杰瑞(2007)分析連鎖餐飲業顧客滿

意度的衡量構面。謝玲娟(2009)旨在探討連鎖餐飲業教育訓練成效評估及服務

品質之現況。施盈如(2011)主要探討連鎖餐飲業的顧客忠誠度。 

四、服務品質 

劍橋大學的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以下簡稱 PZB)三位教授於

1985年發表的服務品質觀念模型，並且認為服務品質有三項基本主題： 

(一) 對於消費者而言，服務品質較實體產品的評估品質難以衡量。 

(二) 消費者對服務品質的知覺，主要來自消費者期望與實際感受服務的

比較而來。 

(三) 品質的評估包括了服務的結果及服務的傳送過程。 

服務品質之好壞、高低，主要乃是依據影響服務品質的構面及所採用評

量的量表來衡量。而服務品質之構面係指業者對顧客提供服務時，所使用的

評估標準，亦可稱之為服務品質的決定因素。 

Parasuraman et al. (1988)等三位學者，提出消費者用以評估服務品質之五

個構面： 

(一) 有形性：實體設備、裝置及人力，包括服務設施的外觀、人員之穿著等。 

(二) 可靠性：可依賴與正確執行所承諾服務的能力。  

(三) 回應性：願意去幫助顧客及提供迅速的服務。  

(四) 保證性：員工所表現出來的知識與殷勤及其給予顧客信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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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關懷性：提供顧客關懷及個別性的注意。 

本研究認為 PZB模型也適用於連鎖加盟體系，並以 PZB模型之有形性、

可靠性、回應性、確實性及關懷性等五個構面作為探討加盟者服務品需求之

構面。 

此外，有關服務品質的研究也不斷的持續進行中，國內學者也運用其觀

點審視台灣餐飲市場。梁修屏(2013)透過問卷調查分析，探討因教育程度不同

對於服務品質與滿意度的要求有所不同。劉靜宜(2011)透過 SERVQUAL 量表

發展其問卷，來探討遊客對於台灣淡水風景區內餐飲品質的重視度及滿意

度。王雅綺(2011)使用 PZB 架構來探討顧客對於高雄漢來飯店六家餐廳所提

供的服務品質內容的認知程度及顧客滿意度。陳美伶(2007)先透過餐飲服務品

質構面萃取出適當之項目探討外燴餐飲之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之相互關

係。由此可見 PZB模型在於評估餐飲業表現乃受到一定的觀注。 

五、Kano 二維品質模式 

Kano 引自於心理學家赫茲柏格(Herzberg)所提出運用在員工激勵方面的

「激勵–保健理論」與石川馨博士的「後向品質」理念進行品質命名的改善，

重新賦予魅力品質與當然品質的名稱(Kano et al., 1984)。並在 1984 年與瀨樂

信彥、高橋文夫與新一正式提出「二維品質模式」的概念及實證研究。  

Kano 二維品質模式以橫座標代表某項品質要素之具備程度，座標代表顧

客感到滿意的程度，Kano 將品質要素分為魅力品質、一元品質、當然品質、

無差異品質及反轉品質五個構面，茲將五個品質構面分述如下：  

(一) 魅力品質：品質要素充足時，顧客會滿意，品質要素不充足時，也不會

導致顧客不滿意。企業若能充分掌握魅力品質要素，只要將該品質要素充

足性提升，就能獲致顧客滿意的大幅提升。 

(二) 一元品質：品質要素充足時，顧客會滿意，品質要素不充足時，顧客會

不滿意。即品質要素充足與否和顧客滿不滿意呈現出一種線性關係。 

(三) 當然品質：品質要素充足是應該的條件，但不會造成顧客滿意，品質要

素不充足時，即會馬上引起顧客不滿。 

(四) 反轉品質：品質要素充足時，顧客會不滿意，品質要素不充足時，顧客

會滿意。 

(五) 無差異品質：品質要素的充足與否，都不會造成顧客滿意或不滿意。 

Kano 之魅力品質、一元品質、當然品質、差異品質及反轉品質五種品質

要素與顧客滿意或不滿意之關係，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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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Kano 品質要素與顧客滿意之關係 

品質要素 
品質特性 

品質要素具備 品質要素不具備 

魅力品質 滿意 無所謂 

一元品質 滿意 不滿意 

當然品質 理所當然 強烈不滿意 

無差異品質 不影響 不影響 

反轉品質 不滿意 滿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六、精化 Kano 二維品質模式 

Yang 在 2005 年提出「精化 Kano 二維品質模式」，加入消費者對特定品

質要素的重視程度，將原本的 Kano二維模式結合「品質要素的重要度指標」

重新命名與定義 Kano 二維模式的品質要素，將原來的魅力品質、一元品質、

當然品質及無差異品質等四項品質要素分類依消費者重視程度的高低而擴充

為八項，見表 3。 

表 3  Kano 及精化 Kano 二維品質模式品質要素歸類表 

Kano 二維模式 

品質要素歸類 

精化 Kano二維模式中具有

高度重要性之品質要素歸類 

精化 Kano二維模式中具有

低度重要性之品質要素歸類 

魅力品質 高魅力品質 低魅力品質 

一元品質 高附加價值品質 低附加價值品質 

當然品質 關鍵品質 需要品質 

無差異品質 潛力品質 不必費心品質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精化 Kano 模式將「魅力品質」依消費者重視的程度，分別詳述如下：  

(一) 高魅力品質：對公司來說是用來吸引顧客很好的競爭利器，可

作為策略品質提供顧客以增加滿意度。 

(二) 低魅力品質：由於此品質要素能引起顧客的吸引力較少，因此，

若公司有成本需求的考量時，可以先行忽略此品質要素的提供。  

精化 Kano 模式將「一元品質」依消費者重視的程度，分別詳述如下：  

(一) 高附加價值品質：此類要素能引起顧客的高度滿意，因而增加公司

的收益。公司應該致力於提供此類品質要素給顧客。  

(二) 低附加價值品質：此類要素引起的顧客滿意較少，但公司也不能忽

略此類要素的提供，以免增加顧客的不滿意程度。  

精化 Kano 模式將「當然品質」依消費者重視的程度，分別詳述如下：  



 

應用 Kano精化 Kano 模式於探討加盟者之服務品質需求-以連鎖餐飲業者為例  39 

 

 

  (一)關鍵品質：此類要素對顧客來說是必要的，公司一定要滿足此類要 

         素的提供。  

      (二)需要品質：公司應致力提供此要素，避免引起顧客的不滿意。  

精化 Kano 模式將「無差異品質」依消費者重視的程度，分別詳述如下： 

      (一)潛力品質：此類要素可能演變為魅力品質要素，公司可以考慮提供 

          此類要素來當作吸引未來潛在顧客的策略利器。 

      (二)不必費心品質：如果公司有成本的考量，可以考慮不提供此類要素。 

七、重要度–滿意度模式 

重要度-滿意度模式(以下簡稱 I-S Model)以水平座標軸代表品質屬性的重

要程度，而以垂直座標軸表示品質屬性的滿意程度，對於每項品質屬性給予

評分，以重要度與滿意度的平均值或中數為中心線分隔四項區域，藉由 I-S 

Model歸類各項品質要素以進行改善、維持與去除等動作，降低不必要的成本

開支和提升顧客滿意度(Yang, 2003)。對於四項區域的要素作詳細說明，分述

如下圖 1：  

 

 

 

 

 

 

 

 

 

圖 1 重要度-滿意度模式(I-S Model) 

資料來源：Yang(2003) 

(一)優越區域  

顧客認為重要且滿意度高的部份，經營者對於這些品質屬性必須盡力維

護保持。甚至，可能的話將進ㄧ步的來進行改善措施，來維持與提升顧客在

這些品質要素的高滿意度。  

(二)有待改進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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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重要度

顧客重要度顧客滿意度
改善係數

)( 


顧客認為重要但滿意度並不高的部份。由於是以某些重要的品質要素來

衡量顧客滿意度，所以，落在此區域內的品質要素造成企業所提供服務的整

體滿意度偏低。因此，欲提升總體顧客滿意度，經營者必須進行這些品質要

素的改善計劃。 

(三)過剩區域 

顧客認為重要度偏低但滿意度卻較高的部份。由於顧客是針對其認為重

要的品質要素來衡量企業所提供的整體服務品質，表示這些品質要素不見得

對整體顧客滿意度有很大的幫助。因此，經營者如果想要降低經營成本，可

以從落在這個區域內的品質要素下去做考量。  

(四)不必費心區域 

顧客認為重要度低且顧客滿意度也低的部份，由於顧客不是很在意這些

品質要素的提供，所以並不會影響到整體的顧客滿意度。因此，對於經營者

而言，可以進ㄧ步考量不必提供這些品質要素的服務，來降低企業的經營成

本。 

縱觀運用 Kano &精化 Kano 理論所進行的研究，國內學者的研究腳步也

持續不斷的進行中，以下為相關研究之整理。阮如興(2011)結合 Kano 與精化

Kano，探究全球化潮流下，對越南咖啡業的影響，連帶探究越南中原咖啡連

鎖店的服務品質和對消費者之服務策略。方柏人(2011) 運用Kano與精化Kano

模式歸納整理 QR Code 之服務品質，將使用者服務品質屬性進行精確歸類與

分析，並探討各服務品質屬性對使用者的重要度，進而利用 TOPSIS 評估法將

其重要性予以排序，以便擬定服務策略。賴惠君(2010)應用 Kano與精化 Kano

模式檢視高雄捷運系統之服務品質。謝峰境(2009)運用 Kano 與精化 Kano 模

式、I-S 模式、改善係數，讓業者了解顧客對於所提供服務的看法，進行維持

或改善，並從中去擬定顧客的服務策略。 

八、改善係數 

Yang(2004)指出當某兩項品質屬性的重要度或顧客滿意度極為接近時，雖

然一個位在優越區，一個位在有待改進區，但是顧客仍舊是注重保有較高重

要度的屬性，由於在歸類有較大的差異，為了解決此問題，提出改善係數的

觀念，如以下公式 1所示： 

 

 

 

改善係數的計算公式可看出，在計算各項品質要素之改善係數值時，所

得到的值大多數會是負值，因為顧客滿意度比重要度低許多才需要進行改善

步驟。所以，當負值越大，表示該品質要素之顧客滿意度衡量值遠低於重要

(公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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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衡量，亦即改善係數值負值最大的品質要素應是最優先評估要改進的。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本研究針對餐飲業服務品質構面之建立，係採用 Parasuraman et al.(1988)

提出之服務品質為構面主體，並參考國內外學者相關加盟者服務品質研究，

發展出衡量加盟者服務品質之整體品質要素項目，其次是使用 Kano 模式及精

化 Kano模式，將加盟總部應具備的品質要素分別做品質屬性歸類，再透過重

要度-滿意度模式，檢視落在四個區域中的各項品質要素，藉此研擬加盟總部

在提供加盟者服務品質上的改善策略。本論文之研究架構如圖 2所示。 

 

 

 

 

 

 

 

 

 

圖 2 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根據研究架構及研究目的提出下列三個假設，假設內容如下：  

H1：假設加盟總部服務品質要素在 Kano二維模式上會有不同品質要

素歸類。  

H2：假設加盟總部服務品質要素在精化 Kano 二維模式上會有不同品

質要素歸類。  

H3：假設不同人口統計變數的加盟者對 Kano 二維模式有不同品質要

素歸類及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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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一、Kano 二維品質之歸類 

本研究在實證過程中，將三十項品質要素皆可被歸類至 Kano模式中的品

質屬性中，代表著不同的品質要素對加盟者而言，是具有不同的歸類及意義，

茲將 Kano 二維品質要素在不同條件下的歸類結果，分述如下表 4。 

表 4  Kano 及精化 Kano 品質屬性歸類表 

題

號 
問項 

Kano 模式 

品質歸類 

重要度 

平均 

精化 Kano模式 

品質歸類 

1 具知名度及形象 一元 4.64 高附加價值 

2 具商店的裝潢設計 無差異 4.33 潛力 

3 具商店擺設及動線規劃 無差異 4.35 潛力 

4 具廣告及促銷活動 無差異 4.38 潛力 

5 具提供多樣性服務商品 無差異 4.10 不必費心 

6 具電腦化發展 無差異 3.88 不必費心 

7 具完善盟制度 一元 4.40 高附加價值 

8 具完善教育訓練體系 一元 4.54 高附加價值 

9 具完善獎賞與升遷制度 無差異 3.85 不必費心 

10 具完善的工作手冊 一元 4.46 高附加價值 

11 具一致性的服務水準 無差異 4.53 潛力 

12 具一致性的商品價格水準 一元 4.47 高附加價值 

13 具 3S 原則(專業、標準、簡單) 無差異 4.32 潛力 

14 具一致性的商品品質 一元 4.54 高附加價值 

15 具商品品項齊全 無差異 4.41 潛力 

16 具有效率的物流配送系統 無差異 4.38 潛力 

17 具電腦化的存貨訂購系統 無差異 3.92 不必費心 

18 具市場情報收集及市場預測能力 無差異 4.22 不必費心 

19 具更換新產品或新式樣的能力 無差異 4.38 潛力 

20 具快速服務能力(如：原物料配送。) 一元 4.31 高附加價值 

21 具選擇目標市場的能力 無差異 4.15 不必費心 

22 具提供便利的服務與加盟者溝通 無差異 4.38 潛力 

23 具隨時掌握並滿足顧客需求的能力 無差異 4.38 潛力 

24 具有效授權 無差異 4.17 不必費心 

25 具集中採購的能力 無差異 4.23 不必費心 

26 具商品採購議價能力 無差異 4.41 潛力 

27 具公共關係 無差異 3.97 不必費心 

28 具重視員工溝通 無差異 4.18 不必費心 

29 具重視顧客溝通 一元 4.41 高附加價值 

30 具重視供應商溝通、建立良好關係 無差異 4.32 潛力 

平均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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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三十項品質要素中，並未有要素是被歸類於 Kano 的魅力品質、

當然品質及反轉品質，其主要歸類於一元品質及無差異品質。 

 

(一)元品質要素歸類 

本研究的三十項品質要素中，共計有「知名度及形象」、「完善加盟制度」、

「完善教育訓練體系」、「完善的工作手冊」、「一致性的商品價格水準」、「一

致性的商品品質」、「快速服務能力(如：原物料配送。)」、「重視顧客溝通」等

八個項目歸類於 Kano 的一元品質。 

(二)無差異品質歸類 

本研究的三十項品質要素中，共計有「重視供應商溝通、建立良好關係」、

「完善獎賞與升遷制度」、一致性的服務水準」、「3S原則(專業、標準、簡單)」、

「商品品項齊全」、「有效率的物流配送系統」、電腦化的存貨訂購系統」、「市場

情報收集及市場預測能力」、「更換新產品或新式樣的能力」、「選擇目標市場的

能力」、「提供便利的服務與加盟者溝通」、「隨時掌握並滿足顧客需求的能力」、

「有效授權」、「集中採購的能力」、「商品採購議價能力」、「公共關係」、「重視

員工溝通」、「商店的裝潢設計」、「商店擺設及動線規劃」、「廣告及促銷活動」、

「提供多樣性服務商品」、「電腦化發展」等二十二個項目，歸類於 Kano 的無

差異品質。 

由上述結果可得知，加盟者對加盟總部的服務品質要素提供充足與否時

之看法不同，在 Kano 模式上會有不同的品質要素歸類。因此，本研究的 H1

「假設加盟總部服務品質要素在 Kano 二維模式上會有不同的品質要素歸類」

是成立的。 

二、精化 Kano 二維品質之歸類 

由 Kano 模式加入加盟者重視度探討後，在各品質要素的歸類及代表意義

上，確實有所不同。茲將本研究的問卷資料，在精化 Kano模式的歸類結果詳

細如下： 

本研究並未有要素歸類於精化 Kano 模式的高魅力品質、低魅力品質、低

附加價值品質、關鍵品質及需要品質。 

(一)高附加價值品質 

本研究共有「知名度及形象」、「完善加盟制度」、「完善教育訓練體系」、

「完善的工作手冊」、「一致性的商品價格水準」、「一致性的商品品質」、「快

速服務能力(如：原物料配送。)」、「重視顧客溝通」等八個項目，歸類於精化 

Kano模式的高附加價值品質。 

(二)潛力品質 

本研究有「商店的裝潢設計」、「商店擺設及動線規劃」、「廣告及促銷活

動」、「一致性的服務水準」、「3S 原則(專業、標準、簡單)」、「商品品項齊全」、

「有效率的物流配送系統」、「更換新產品或新式樣的能力」、「提供便利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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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與加盟者溝通」、「隨時掌握並滿足顧客需求的能力」、「商品採購議價能

力」、「重視供應商溝通、建立良好關係」等十二個項目，歸類於精化 Kano模

式的潛力品質。 

(三)不必費心品質 

本研究共有「提供多樣性服務商品」、「電腦化發展」、「完善獎賞與升遷

制度」、「電腦化的存貨訂購系統」、「市場情報收集及市場預測能力」、「選擇

目標市場的能力」、「有效授權」、「集中採購的能力」、「公共關係」、「重視員

工溝通」等十個項目，歸類於精化 Kano 模式的不必費心品質。 

結果得知，以精化 Kano模式確能將加盟者對加盟總部所提供服務品質的

感受各別予以歸類，也從中證實，加盟者對於各個加盟總部提供服務品質要

素的看法不盡相同。因此，本研究之 H2成立，意即加盟總部服務品質要素在

精化 Kano 二維模式上會有不同的品質要素歸類。 

三、人口統計變數與 Kano模式之齊一性檢定 

本研究依加盟者特性共十四項，與品質要素三十項經 Kano 模式歸類後，

結果顯示有不同的品質要素歸類。另外，再將其利用齊一性檢定，探討不同

特性之加盟者在餐飲連鎖加盟總部所提供之服務品質要素的看法是否相同。

詳細資料分別整理如下： 

在「性別」、「年齡」「是否加入連鎖體系」「是否有相關工作經驗」「先前是

否受雇於他人」「是否擁有其他分店」「全職員工數」「兼職員工數」「加入連

鎖體系時間」「加入連鎖體系前的職業」等十個項目中，並無顯著差異，故在

此十項人口統計變數中，彼此之間對餐飲連鎖加盟總部所提供之服務品質要

素的看法是相同的。 

在「學歷」部分，加盟者於「加盟總部是否具備隨時掌握並滿足顧客需

求的能力」、「加盟總部是否具備重視供應商溝通、建立良好關係」項目中，

不同學歷的加盟者看法達顯著差異。 

在「婚姻狀況」部分，加盟者於「加盟總部是否具備廣告及促銷活動」

項目中，不同婚姻狀況的加盟者看法達顯著差異。 

在「是否經營其他事業」部分，加盟者於「加盟總部是否具備隨時掌握

並滿足顧客需求的能力」及「加盟總部是否具備公共關係」項目中，是否有

經營其他事業的加盟者看法達顯著差異。 

在「總投資金額」部分，加盟者於「加盟總部是否具備知名度及形象」

項目中，總投資金額不同的加盟者看法達顯著差異。 

綜合上述，受訪者依據性別、年齡、學歷、婚姻、是否曾經加入其他連

鎖體系、是否有相關工作經驗、加盟前是否受僱於他人、是否同時經營其他

事業、是否有其他分店、全職員工數的不同、兼職員工數、加入連鎖體系時

間、總投資金額及加入連鎖體系前的職業等各項加盟者人口統計變數的不

同，對於品質要素的看法皆有所差異。因此，本研究的 H3 成立，即「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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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統計變數的加盟者對Kano二維模式上會有不同的品質要素歸類及看法」。 

四、重要度-滿意度模式 

本研究將 30 項品質要素經重要度-滿意度模式分析後，其歸類結果詳細如

下： 

(一)優越區域：  

位在「優越區域」的品質要素，代表著加盟者心中認為是很重要的，而

且加盟者也對此要素的提供感到滿意。本研究的三十個品質要素中，「知名度

及形象」、「商店的裝潢設計」、「商店擺設及動線規劃」、「完善加盟制度」、「完

善教育訓練體系」、「完善的工作手冊」、「一致性的商品價格水準」、「3S 原則

(專業、標準、簡單)」、「一致性的商品品質」、「商品品項齊全」、「有效率的物

流配送系統」、「更換新產品或新式樣的能力」、「提供便利的服務與加盟者溝

通」、「隨時掌握並滿足顧客需求的能力」、「重視供應商溝通、建立良好關係」

等十五項品質要素落入此區域。  

(二)有待改進區域：  

位在「有待改進區域」的品質要素在加盟者心中是重要的，但是對於加

盟總部提供的情形卻不如預期完善。本研究的三十個品質要素中，「廣告及促

銷活動」、「一致性的服務水準」、「快速服務能力(如：原物料配送。)」、「商品

採購議價能力」等四項品質要素落入此區域。 

在優越區域及有待改進區域中，「重視顧客溝通」滿意度平均值落在整體

平均值上。加盟總部可優先加強此項目，使加盟者滿意度提升，改進後落在

優越區中。 

(三)過剩區域：  

位在「過剩區域」的品質要素對加盟者來說是較不重要的。  

(四)必費心區域：  

位在「不必費心區域」的品質要素，在加盟者心目中代表著滿意度相當

地低，也被顧客認為是不重要的。本研究的三十個品質要素中，「提供多樣性

服務商品」、「電腦化發展」、「完善獎賞與升遷制度」、「電腦化的存貨訂購系

統」、「市場情報收集及市場預測能力」、「選擇目標市場的能力」、「集中採購

的能力」、「公共關係」、「重視員工溝通」等九項品質要素落入此區域。 

在過剩區域及不必費心區域中，「有效授權」滿意度平均值落在整體平均

值上。加盟總部若資源有限，可考慮放棄此項目，將目標鎖定在優越區域及

有待改善區域，以提升整體效益。 

五、改善係數 

一般而言，加盟者心裡對品質要素的期望重要程度與感受到的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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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所落差，當其落差越大相對的改善係數之值就會越小，因改善係數通常

呈現為負值，當此值越小即愈馬上進行改善。 

根據研究結果顯示，首要著手改善的服務品質要素即為「加盟總部是否

具備商品採購議價能力」，另外也發現改善順序前三名的品質要素皆為落在重

要度-滿意度模式中的有待改進區域，詳見表 5。 

表 5  服務品質屬性之改善係數前五名 

題號 問項 改善係數 改善順序 I-S 區域 

26 具商品採購議價能力 -0.31066 1 有待改進區域 

4 具廣告及促銷活動 -0.29452 2 有待改進區域 

11 具一致性的服務水準 -0.28918 3 有待改進區域 

18 
具市場情報收集及市場預

測能力 
-0.27725 4 不必費心區域 

29 具重視顧客溝通 -0.26757 5 有待改進區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以 Kano 模式及精化 Kano 模式歸類，加上重要度-滿意度模式以及

改善係數，將加盟總部應具備的品質屬性進行歸納，以作為加盟總部在提供

加盟者服務擬定其服務策略之參考。 

(一)Kano 模式分析  

本研究結果顯示，歸類無差異品質所占的數目最多，這也代表在加盟者

的認知中，加盟總部對於這些品質項目缺乏提供時，並不會造成加盟者的不

滿意。如此推估，加盟總部所提供的各項軟硬體服務，對加盟者而言成效不

佳。在一維品質方面，加盟者對於加盟總部所提供的商品運作功能及教育訓

練部份較為重視，其屬無形的利益較多。由此可知，加盟者進入連鎖體系主

要選擇因素是加盟總部所提供的商譽及經營管理知識等。 

加盟總部應先優先滿足「一元品質」及「當然品質」，刪減「無差異品質」

的服務提供，以節省成本支出，再輔以「魅力品質」的服務作差異化策略。

如此，應可創造出加盟者的競爭優勢。 

(二)精化 Kano 模式分析 

在精化 Kano 二維品質的歸類中，將三十項的品質要素，加入重要度與滿

意度後，歸類在一元品質的品質要素，依顧客重視度的不同，有八個項目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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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於「高附加價值品質」，如：「知名度及形象」、「完善加盟制度」、「完善教

育訓練體系」、「完善的工作手冊」、「一致性的商品價格水準」、「一致性的商

品品質」、「快速服務能力(如：原物料配送。)」、「重視顧客溝通」，由於此類

品質要素係為加盟者重視度較高，可使加盟者產生較高的滿意度，所以加盟

總部欲提升店家數，則應加強提供此要素給加盟者。  

本研究歸類在無差異品質的項目方面，例如「一致性的服務水準」因加

盟者重視度高，所以歸類於「潛力品質」，意即加盟總部可以在未來經營策略

上，好好思考此要素的提供方式，以便企業未來的永續經營發展；然而，若

加盟者重視度較低的話，則歸類至不必費心品質，例如：「加盟總部是否具備

提供多樣性服務商品」此要素，因加盟者認為此要素提供與否並無差異，也

不重視此項目的提供，因此，若加盟總部有經營成本上的考量，則可在這項

目要素上，暫不必考慮其服務的提供。 

(三)齊一性檢定 

不同「學歷」的加盟者於「加盟總部是否具備隨時掌握並滿足顧客需求

的能力」與「加盟總部是否具備重視供應商溝通、建立良好關係」項目中，

看法達顯著差異。學歷「高中/職以下」的加盟者認為將本身營運顧好即可，

店內貨源由總部提供不需操心，顧客喜不喜歡隨顧客個人的喜好來決定；學

歷「大學/專科以上」的加盟者認為本身營運面要維持一致的水準，同時也要

兼顧客的滿意度，總部與供應商的關係，事關加盟者經營成本上的考量。二

組分群之間產生些許的差異。 

不同「婚姻狀況」的加盟者於「加盟總部是否具備廣告及促銷活動」項

目中，看法達顯著差異。「未婚」的加盟者，大多是剛出社會創業的年輕人，

較無經驗且資源有限，透過總部的行銷活動協助，以最少的支出達到最大的

效益；「已婚」的加盟者，歷練經驗較豐富，在經營上也較有自己的看法與主

張，對於總部所提供的行銷活動，較無吸引力。 

在「是否經營其他事業」的部分，加盟者於「加盟總部是否具備隨時掌

握並滿足顧客需求的能力」與「加盟總部是否具備公共關係」項目中，看法

達顯著差異。「無」經營其他事業的加盟者，本身也無相關經驗，只需跟隨總

部安排執行即可；「有」經營其他事業的加盟者，因所見所聞較豐富，對於總

部是否提供相較之下較無影響，其本身可自行找尋資源，滿足經營上的需求。 

不同「總投資金額」的加盟者於「加盟總部是否具備知名度及形象」項

目中，看法達顯著差異。在投資金額在「25萬以下」及「75 萬以上」的加盟

者認為，因總部具備其相當程度的知名度及形象，其加盟者才願意投資金額

經營事業，因所擁有的資源皆放在此事業當中，總部的好壞關係到加盟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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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決策是否正確；投資金額在「25 萬~75 萬」之間的加盟者則認為，總部

的知名度與形象好壞，對其影響程度不大。評價好，可持續投資經營，若評

價不佳，選擇其他品牌，重新再經營。 

二、建議 

針對其研究結果，對本研究架構中的「有形性」、「可靠性」、「反應

性」、「保證性」與「關懷性」的加盟總部服務品質要素提出建議與策略，

希望提供加盟總部作為擬定加盟者服務策略時的參考以及對於後續有興趣該

產業的研究者在研究上的幫助。 

(一)有形性 

在有形性這個構面當中共有「知名度及形象」、「完善教育訓練體系」、

「完善的工作手冊」、「完善加盟制度」、「廣告及促銷活動」、「商店擺

設及動線規劃」、「商店的裝潢設計」等七個要素，是需要加盟總部重視的

要素，特別是「加盟總部是否具備廣告及促銷活動」，是改善係數中排名第

二項要改善的要素。 

在「廣告及促銷活動」要素上，加盟總部應提供較多的曝光度增加品牌

知名度，如此可增加消費者的產品印象，並帶動購買人氣；另外配合時節做

不定期的促銷活動，可吸引新客群，並提高原有的顧客對其的忠誠度。  

在「知名度形象」、「完善教育訓練體系」、「完善的工作手冊」落在

優越區域且具高附加價值，但還有改善的空間，加盟總部可對其提供更完善

的規章制度，增加加盟者的信心，擴張事業版圖。  

在「商店擺設及動線規劃」及「商店的裝潢設計」要素上，落在優越區

且具潛力，加盟總部可請專業人員協助，針對店家特色規劃屬於自己風格的

裝潢設計；利用資料庫分析過去消費者購買習慣，安排擺放設計，如此可與

同業產之間產生差異化，同時可增加消費者之間的話題。  

(二)可靠性 

在可靠性這個構面當中共有「一致性的商品品質」、「一致性的服務水

準」、「一致性的商品價格水準」、「商品品項齊全」、「3S 原則(專業、標

準、簡單)」等五個要素，是需要加盟總部重視的要素，特別是「加盟總部是

否具備一致性的服務水準」是改善係數中排名第三項的要素。 

在「一致性的服務水準」要素上，加盟總部應提供一致的標準來規範加

盟者。如此一來，消費者到任一分店消費，感受到的服務皆是一樣的，也避

免顧客抱怨服務不周的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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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應性 

在反應性這個構面當中共有「有效率的物流配送系統」、「更換新產品

或新式樣的能力」、「快速服務能力(如：原物料配送。)」等三個要素，是需

要加盟總部重視的要素。這個構面中的要素屬於加盟總部給予加盟者立即性

的服務依據。 

在「有效的物流配送系統」要素上，加盟總部可依現況微調調整其路線

規劃或增加路線的機動性，若有臨時需要，可立即性的配送補給，給予加盟

者放心信賴感，可專心做生意，使其營業額增加。  

在「快速服務能力」要素上，加盟者認為是有高附加價值的效益，加盟

總部第一時間將消息告知加盟者，在營運操作上可方便加盟者應對。  

(四)保證性 

在保證性這個構面當中共有「商品採購議價能力」、「提供便利的服務

與加盟者溝通」、「隨時掌握並滿足顧客需求的能力」等三個要素，是需要

加盟總部重視的要素，特別是「加盟總部是否具備商品採購議價能力」，是

改善係數中排名第一項要改善的要素。這個構面中的要素屬於加盟總部給予

加盟者承諾的服務依據。 

在「商品採購議價能力」要素上，加盟總部應可採統一訂購方式或與廠

商訂定契約，統一購買的價格與品質，如此可避免加盟者在採購進貨時所帶

來成本、品質上的困擾。  

(五)關懷性 

在關懷性這個構面當中共有「重視顧客溝通」、「重視供應商溝通、建

立良好關係」等二個要素，是需要加盟總部重視的要素，特別是「加盟總部

是否具備重視顧客溝通」，是改善系數中排名第五項要改善的要素。這個構

面中的要素屬於加盟總部照顧加盟者營業績效的服務依據。 

在「重視顧客溝通」構面上，加盟總部可開放一個平台，使愛好者皆可

在平台上述說消費的酸甜苦辣，總部可透過平台了解消費者的情況，同時有

問題也可立即回覆，給予消費者受重視感，並感謝願意再給企業一次改進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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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franchisees service strategy of chain restaurant 

industry by applying Kano’s Model and Refined Kano’s Model. This study applies 

Kano’s questionnaire to classify the quality attributes. The franchisees satisfaction 

of consultant service is investigated as well.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Kano and Refined Kano model quality 

factors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franchising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S mode 

is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areas classified in the "bargaining power in 

procurement of goods", "advertising and promotional activities " and "consistent 

standards of service". It is meaning the franchisees regarding these three factors 

service are unsatisfied, but in Improvement Index these three factors place's in first 

to tenth, which the franchising needs to improve. 

Using Kano, Refined Kano Model, I-S Model, Improvement Index, let the 

franchising understand that the franchisees regarding the view of the service 

providing, carries on the maintenance or the improvement, and draws up 

franchisee's service strategy, maintains the competitive strength in this industry, is 

not eliminated. 

Keywords: Chain Restaurant Industry, Kano Model, Refined Kano Model, 

Importance-Satisfaction Model, Improvement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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