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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具機為機械產業之根基，隨著產業發展，位居台灣機械產業龍頭的「工具機」和「機械零組件」，

即將成為下一個兆元產業。故要如何提昇工具機業者的效能及滿足客戶的服務品質需求，便是當前一

項重要課題。 

本研究以工具機製造業者 YCM 公司為對象，以 SERVQUAL 量表為問卷架構，利用整合 Kano 模

式與重要度－表現分析法（IPA）探索工具機業者的服務品質。本研究結果發現，有五項服務品質係重

要性高但滿意度低，以及有一項一元品質和十四項當然品質關鍵要素，建議提出改善策略以滿足客戶

的需求，進而提高客戶對 YCM 公司整體服務品質的滿意度。 

關鍵詞：服務品質、Kano 模式、重要－表現程度分析法、工具機 

ABSTRACT 

Machine tools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machinery industry.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the production value of “machine tools” and “machine accessories”. The machinery industry is becoming the 
next trillion dollar industry in Taiwan.Therefore﹐how to elevate the efficiency of machine tool producers and 
to meet the needs of customers for quality services have now become important subjects. This study takes the 
machine tool producer﹐YCM Company﹐as its subject. In this study﹐ we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s of service 
quality other than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es. We use the SERVQUAL scale as the questionnaire framework﹐
and integrate the Kano model and importance－performance－analysis（IPA） to explore the service quality 
of machine tool producers. At the conclusion of this research﹐we discovered that there are five service 
qualities which are highly important but less satisfactory. Also﹐there is a key element of one－dimensional 
quality and fourteen must－be qualities. As a consequence﹐we came up with recommendations on 
improvement strategies in order to satisfy customers’ needs；hence﹐to enhance the satisfaction with the overall 
service quality of YCM Company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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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台灣經濟起飛的過程中，工業製造業始終扮演

著一份舉足輕重的角色，隨著時代不斷的變遷和科

技的發展，機械產業也將會更加的日益蓬勃，因為

它是所有的工業製造業之母，少了它便會寸步難行

的；現在的工具機機台使用者對於工具機製造母廠

的機台品質與服務品質，其相對要求也日漸的向上

提高，工具機製造母廠為客戶服務的工作面已趨向

於多元化，不論是在於能夠提供更具效率和創新的

機台之外，最重要的是在機台售出於客戶使用後，

其所能夠提供更積極性的服務才是重點，各家工具

機製造廠商要如何提昇機台效能及滿足客戶的服

務品質需求，那便是當前一項重要的課題了！所以

能讓工具機製造業者在原有限資源的運用下，以投

入相關的人力、物力來產出高效率的服務品質，使

服務能夠更直接快速、主動、積極地來達成服務客

戶為最後宗旨，是此研究之背景動機。 

從台灣經濟起飛的過程中，工業製造業始終

扮演著一份舉足輕重的角色，隨著時代不斷的變

遷和科技的發展，機械產業（包含工具機與機械

零組件）也將會更加的日益蓬勃，因為它是所有

的工業製造業之母，少了它便會寸步難行的；現

在的工具機機台使用者，對於工具機製造母廠的

機台品質與服務品質，其相對的要求也日漸的向

上提高，工具機製造母廠為客戶服務的工作面已

趨向於多元化、多樣化，不論是在於能夠提供更

具快速效率和積極創新的機台之外，最重要的是

在機台售出於客戶使用後，其所能夠提供更積極

性的服務才是重點，各家工具機製造廠商要如何

提昇機台效能及滿足客戶的服務品質需求，那便

是當前一項重要的課題了！所以能讓工具機製造

業者在原有限資源的運用下，以投入相關的人

力、物力來產出高效率的服務品質，使服務能夠

更直接快速、主動、積極地來達成服務客戶為最

後宗旨，是本研究之背景動機。 

個案公司經營者長久以來，便試圖擺脫「傳

統產業」的宿命，面對台灣新競爭者如雨後春筍

般的加入及技拙於歐洲、日本等國際大廠的雙重

壓力下，近十幾年以來持續藉由企業全球佈局及

多角化經營、產品多樣化、研發創新等多項策略，

期能為經營成果持續創下佳績，進而企業得永續

生存及提供員工長期安定工作環境，為本研究思

考的開端。 

1.2. 研究目的 
從企業的永續經營觀點來看，提升服務的品

質、增加客戶的滿意度，建立服務型之工具機製

造業者，乃是現今必要之目標。現今工具機製造

業者已從以往被動式的服務，慢慢轉變成需提供

更積極主動式的服務，讓業者能夠如何滿足客戶

不斷改變的需求，且從其中找出其企業市場競爭

的優、劣勢，便也是另一項重要的課題了。因此，

本研究將以工具機製造業者個案公司（YCM）為

例，探討其提供的相關服務品質，是否符合客戶

的需求且滿足於客戶，並以問卷調查的方式，實

際來了解其客戶的聲音，之後再利用 Kano 模式

歸類出客戶對服務品質屬性分類選項，並將這些

指標透過重要度－表現分析法（IPA）找出重要度

與滿意度指標分布狀況，以更清楚地了解客戶的

聲音與需求，期望進一步歸納出重點並改善服務

品質，藉此技術、方法得以找出關鍵品質。基於

國內鮮少有學者對於工具機產業的服務品質滿意

度做整體研究，有鑑於此，依據上述研究背景動

機，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1. 瞭解客戶對於工具機製造業者個案公司，所

提供服務品質的「重要度與滿意度」。 

2. 瞭解客戶對於工具機製造業者個案公司，所

提供服務品質的「滿意度指標及不滿意度指

標」。 

3. 瞭解客戶對於工具機製造業者個案公司，所

提供服務品質要素的「繼續保持區、供給過

度區、改善重點區」之關鍵品質。 

4. 針對分析與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作為工具機

製造業者個案公司所需提昇服務品質的參

考。 

2.文獻探討 

2.1. YCM 股份有限公司 
YCM 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成立於 1954

年，前身為永進鐵工廠，累積超過五十年工具機

專業製造技術，為台灣第一家榮獲經濟部商品檢

驗標準局頒發 ISO-9001 品保系統認證的工具機

製造廠，專精於製造立式、臥式、龍門型之綜合

加工機及各式 CNC 車床等；銷售及服務據點遍

佈全世界，提供客戶完善的服務，將其自有的品

牌，運用獨有的 YCMPS 生產模式（ YCM 
Production System, YCMPS）發展最佳經營流程，

創造顧客、YCM、協力廠之間，能夠共生共榮共

贏的局面；其於 2010 年間更榮獲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頒發 TTQS（國家品質訓練系統，Taiwan Train 
Quality System）之訓練品質評核的金牌獎，建構

完善教育訓練體制，持續協助員工發展與成長，

同時達到知識與技能有效傳承，實踐其企業精神

「追求最佳、永無止進」，繼續的提供全球客戶更

優質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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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服務品質 
 現今由於生活環境的不斷改善，也使得人們

生活品質亦跟著提升，讓許多的產業也開始著重

於服務品質的提供，為了能夠提升客戶關係便都

趨向以良好的服務品質為導向來提供，但是到底

要有什麼樣的服務品質，才能是被客戶所接受認

同的，因此有諸多學者對於服務品質皆有不同定

義。 

服務本身就是一種無形的產品及非實體可感

觸的東西，而且更是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作業模

式，不僅是產品本身，更是強調無形的顧客服務

品質 Parasuraman et al.（1985）【10】。品質是指

產品或服務其特性或機能，滿足顧客的需要(傅和

彥、黃士滔，2004)【1】，另品質的定義應該是「產

品或是服務能夠符合或超越顧客之期望的能力」

(李友錚、賀力行，2004)【2】。諸多學者皆認為

服務品質是業者為了滿足顧客需求、創造顧客價

值、增進公司利潤的營運策略，如日本品質管理

哲學中，將「品質」定義為「零缺點與第一次就

做對的觀點」。而 Corsby（1979）【11】則認為「品

質是指人們把值得做的事做得更好」。 

多年以來，行銷學者對於服務品質的研究，

界定出甚多的觀點，大致上，以業者和消費者的

立場來做詮釋，有些學者認為服務品質是消費者

對於服務的期望與績效之間的知覺差異，對於服

務的持續性的評估。最早給予服務品質定義的是

Levitt（1972）【12】其認為「服務品質是服務結

果能夠符合設定的標準」(張重昭、謝千之，2000；
Parasurman、Zeithaml and Berry，1985；Oliver，
1981）【3,10,13】。PZB（1985）【10】所作的探索

性研究指出，服務品質「類似於態度，是顧客對

於事物所作的整體評估」。Oliver ( 1981 )【13】 認
為「服務品質不同於滿意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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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認為服務品質可區分技術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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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服務品質也可以說是一種消費者對於

實際服務與預期服務水準，兩者之間差異所評估

的滿意程度（Churchill, et al., 1982）【15】。因此

服務品質好壞與否，是無法用單一自我，對事物

平常的觀感來認定或是以量化方式如體積、重量

和長短等方式來判斷。換言之，服務品質之好壞

衡量標準，端視其所服務與使用的對象，是否感

覺到滿意的程度而定。 

2.3. 服務品質的衡量構面 
Parasuraman、Zeithaml 及 Berry 等學者在 1985 年，

進行廣泛且深入的消費者行為調查，發覺了 10 項決定服

務品質的因素，構成顧客對服務品質的知覺系統，PZB
並以 10 個服務品質構面為基礎，發展出 97 項問題，並

採用顧客的期望與顧客對服務結果知覺的「差距」用來

定義服務品質。在挑選了五種服務產業進行調查分析後，

他們利用因素分析的方式，整理出具有良好信度、效度，

且重覆度低的五個服務品質因素結構構面，此服務品質

衡量即為著名的 SERVQUAL 量表。分別是(1)有形性

(Tangibles)：指提供服務的場所、設備及人員；(2)
可靠性(Reliability)：指能正確可靠提供所承諾服務

的能力；(3)反應性(Responsiveness)：指服務人員

快 速 服 務 及 幫 助 顧 客 意 願 ； (4) 保證性

(Assurance)：指服務人員具有專業素養及禮貌，並

為顧客所信任；(5)關懷性(Empathy)：指提供顧客

貼心、個別關懷之服務。 

2.4. Kano 二維品質模式 
Kano 二維品質模式是由日本學者狩野紀昭

（Noriaki Kano）所提出(蘇朝墩，2004)【4】。他發

現消費者的觀念不再是以一維的形式去消費，而是轉

變成為二維的形式，並不是提供所有的服務皆能夠提

升顧客的滿意度；狩野紀昭針對這種現象提出，將品

質要素或品質屬性分類的做法。二維品質模式主要是

針對以往產品或服務的提供者較重視物理層面，而將

品質管理的重點放置於物理的屬性與功能上面，較忽

略心理層面的問題。二維品質模式的提出，便是為了

改進以往人們較重視物理面而輕視心理面的品質觀

念，以及對品質一元化認知的缺點。Kano 二維品質

模式如圖 1所示，橫座標表示服務提供者對某項品質

屬性或品質要素的具備程度。橫軸的右邊表示該品質

要素的具備，越往右邊表示具備程度越高；左邊表示

品質要素的欠缺，越往左邊表示此項品質要素的欠缺

程度越高。縱座標表示顧客對品質要素的滿意程度，

越往上軸移動表示越滿意；越往下軸移動表示越不滿

意。故一元品質為通過原點的直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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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品質與必須品質則為弧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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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必須品

質脫不了「不滿意」這個維度的範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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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此兩種座標可將品質要素歸類成五大類 (Berger et 
al，1993；楊錦洲，20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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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魅力品質要素(Attractive quality element，
A)：當該品質要素不具備時，則顧客不會

感到不滿，而具備此品質要素時，顧客會

感到很滿意。如加油站內設有便利商店服

務，屬於魅力品質，有則顧客會感到很滿

意，無則不關滿意與否。 
2. 一 元 品 質 要 素 (One-dimensional quality 

element，O)：顧客的滿意程度隨該品質要

素所具備程度不同而有所改變。具備程度

越高，則顧客越滿意；反之具備程 度越低，

顧客越不滿意。如汽車的省油性越佳，顧

客越滿意；反之則顧客越不滿意。 
3. 當然品質要素(Must-be quality element，

M)：當該品質要素未具備時，顧客會感到

不滿意。但如果具備時，顧客會認為這是

必須的，所以也不會更加滿意。如正確的

登記案件是當然品質，若登記錯誤則會使

顧客不滿意。 
4. 無 差異 品 質 要 素 (Indifferent quality 

element，I)：不論該品質要素是否具備，

都不會讓顧客感到滿意或不滿意。 
5. 反轉品質要素(Reverse quality element，

R)：該品質要素如果具備，顧客會感到不

滿意；而未具備時反而會讓顧客感到滿

意。

圖 1：Kano 二維品質模式示意圖

2.5. IPA 模式分析法 
Martilla and James(1977)【16】所發展出來重

要 度 - 表 現 分 析 法 (Important-Performance 
Analysis，IPA），利用 IPA 的架構分析汽車銷售商

的服務品質，並將重要性與表現程度的平均得分

繪製於二維矩陣圖中。IPA 是一種可用來衡量消

費者對於品質屬性的重要程度與滿意程度的分析

工具，並可做為服務業改善服務品質與行銷策略

決策的依據（Hansen and Bush，1999）【17】。

IPA 四象限之意義(Martilla and James，1977；
Zhang and Chow，2004)【16,18】：由上述學者敘

述，可清楚找出重要度與不滿意度落點，應即改

善區域，如圖 2 所示。 

1. 象限I：此象限是顧客重視且消費者目前感

受到的績效水準亦表現良好的區域，在顧

客重視的服屬性上績效佳，即應維持現

狀，業者應繼續加以保持(Keep up the good 
work)，為企業的主要競爭優勢來源。 

2. 象限II：此象限是顧客重視但消費者目前感

受到的績效水準卻未達到消費者預期的水

準，落於此象限的屬性具有企業未來發展

的決定性關鍵因素，在顧客重視的服務屬

性上績效不佳，應考慮提高服務品質，故

業者必須投入較多資源全力優先改善

(Concentrate here)，為企業的主要劣勢來

源，故又稱之為「關鍵品質屬性」。 
3. 象限III：此象限是顧客不重視且消費者目

前感受到的績效水準亦表現不佳，在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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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視的服務屬性上績效不佳，可暫時不

予改善在資源有限的限制下，可以在象限

II改善之後再予以改善(Low priority) 此區

域的缺失，為企業的次要劣勢來源。 
4. 象限IV：此象限是顧客不重視但消費者目

前感受到的績效水準卻有極佳的表現，在

顧客不重視的服務屬性上績效佳，表示多

餘努力與資金運用不當，對於企業經營現

狀的重要性不大，業者不必過份強調

(Possible overkill)資源的投入，為企業的次

要優勢來源。

重

要

度 

高 

II-象限 

重要程度高、表現程度低 
(Concentrate Here) 

(改善重點) 

I-象限 

重要程度高、表現程度高 
(Keep up the Good Work) 

（繼續保持） 

低 

III-象限 

重要程度低、表現程度低 
(Low Priority) 

（優先順序低） 

IV-象限 

重要程度低、表現程度高 
(Possible Overkill) 
（供給過度） 

  低 高 

  滿 意 度 

圖 2：重要-表現程度分析(Martilla and James，1977)

3.研究架構 

3.1.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整合 SERVQUAL、Kano 模式、IPA

分析等研究方法，應用於 YCM 業者的服務品質

效能之探討，主要是用於幫助 YCM 業者評估提

昇服務滿意度，以指引出應該加強的關鍵品質弱

點，並透過魅力品質特性的發掘開發出具創新性

的服務品質。本研究利用 SERVQUAL 的品質構

面透過與 YCM 業者的資深主管、客戶及學者專

家等討論出 25 個提昇服務品質效能之品質要

素。將這些品質要素透過成對的問卷設計與訪

問，進而分析出這些品質要素的重要性以及它們

在 Kano 分類中的品質屬性，這些不同的品質屬

性可納入在進行品質要素之權重值評估時的考

量；並且在適當運算後，可指引出那些品質要素

是最值得經營管理者注意並應該優先予以強化

的。本研究針對個案公司的客戶人員進行問卷訪

談，問卷回收後應用 SPSS12 版統計分析，歸納

出服務品質及效能提昇的要因，依據 Kano 歸類

屬性模式與 IPA 滿意度改善指標，找出影響服務

品質及效能提昇關鍵因素，做成結論與建議。步

驟流程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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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研究步驟流程

3.2. 信度與效度分析 
信度是指衡量工具的穩定性與一致性，利用

信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可以得知問卷各

個變數間是否互相符合，以及在不變的條件下，

重複施以相同的測量方法是否能獲得相同的結

果。吳明隆、塗金堂（2005）【7】表示信度即是

可靠性，係指一份測驗所測得的分數的可信度或

穩定性。本研究信度分析採用 Cronbach’s α 當 α
係數小於 0.35，表示問卷題組缺乏一致性，應拒

絕使用；而如果 α 係數大於 0.70 者，則屬於高信

度值（Nunnally，1978）【19】。效度（Validity）
係指一份測驗能正確測量到所要測量特質之程

度，其分別為內容效度、效標關聯效度、建構效

度三種。一般而言，若問卷的內容設計是以理論

為基礎並參考以往學者類似問卷的內容所加以修

改而成的，經過前測(pretest)之後，即可認為具

有相當的內容效度(Cavana et al.,2000)【20】，本

研究問卷參考學者依據，並以實際現有工具機機

台之軟硬體設施與未來規劃的目標做出實際問卷

內容，並與工具機製造業者資深主管、工具機製

造業者客戶及系所教授所共同修正得出，故本研

究問卷內容可認為具有相當之內容效度。 

4.案例實證結果分析 

4.1. 前測資料分析 
本研究於 100 年 8 月~ 9 月期間提出期初問

卷，內容有 25 個服務品質要素題項，採實際訪談

個案公司之客戶的方式發出 30 份並回收 30 份，

回收率達 100％；在個人統計變數與信度的部分

是利用 SERVQUAL 量表為問卷架構與 SPSS12
版統計軟體來進行資料分析工作。本研究重要度

與滿意度信度分析採用 Cronbach’s α 係數，本前

測問卷 Kano 品質要素(具備時-正面)各構面的 α
係數介於 0.861 至 0.902 之間；而在 Kano 品質要

素(不具備時-負面)各構面的 α 係數介於 0.674 至

0.848 之間，表示本前測問卷之可信度甚佳，所以

將此前測資料放於正式問卷資料中。 

4.2. 正式問卷回收 
本研究於 100 年 10 月~ 101 年 1 月期間提出

正式問卷，透過業者個案公司之相關業務人員來

  界定問題、確認題目 

 預試問卷設計 

 以SERVQUAL為基的工具機製造業者服務品質要素衡量 

  擬定服務品質要素 

 文獻蒐集探討 

  正式問卷調查及回收 

計算增加滿意指標及

降低不滿意指標 
評估重要度與滿意度建 

構 IPA 象限 

    資料整理與分析 

結 論 與 建 議 

 Kano正反問項  IPA重要滿意度問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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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實際發放客戶，總發放問卷數共 265 份，經

整理回收共計 250 份，回收率 94.3％；扣除選項

未填答或填答不清楚，實際有效樣本數為 233 份，

無效樣本數 17 份，回收有效率為 93.2％（如表 1
所示）。

表 1：正式問卷資料回收統計 

總發放樣本數 回 收 樣 本 數 回 收 率  整理有效樣本數 整理無效樣本數 回 收 有 效 率 

265 250 94.3％ 233 17  93.2％ 

4.3. 樣本特性結構分析 
本研究共發出 265 份問卷，實際回收 250 份，

總回收率 94.3％，經整理有效樣本數為 233 份。

經統計分析，本研究之有效問卷進行人口統計分

析整理分述如下： 

1. 男性受訪者約占99.1％，女性占0.9％，可

能是因為傳統製造業還是以男性的勞動力

為主有關， 所以都還是依男性為主。 
2. 年齡分布是以41 ~ 50歲約占60.5％為最

多，31 ~ 40歲約占22.3％為次多，將此兩

部份相加約占82.8％，顯示本研究的受訪

者是以青壯中年人口為最主要對象，再其

次為51 ~ 60歲占14.2％，最後為20 ~ 30歲
只占3.0％；年齡層會偏高是因為他們大多

為公司或工廠的負責人也就是老闆本身，

再來就是以主管層級為主。 
3. 職稱方面是以負責人占41.6％為最多數，

其次為生產主管占23.6％；  副理占12.9
％；其他（如現場課長或組長等）占9.4％；

經理占6.9％；廠長占3.9％；採購主管/經
辦只占1.7％；顯示受訪者還是依負責人為

主，因機台採購金額動輒數百萬元，所以

最主要的決定權還是在老闆手中，於此之

外就是直接的生產主管等相關人員為次

了，但還是必需要送簽呈來讓老闆決定。 

4. 工作年資以15 ~ 20年的占39.5％為最多

數；其次為10 ~ 15年的占23.6％；其20年
（含）以上的占11.2％；其7 ~ 10年的占7.7
％；其後為3 ~ 5年，5 ~ 7年皆占7.3％；最

後為1 ~ 3年的只占3.4％。工作年資10 ~ 20
年的部份相加佔有63.1％，代表大部分的

受訪者，於此行業都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了，相對於所知道與了解其工具機機台都

有其深度，對於本研究之問卷題項的填寫

時，較能顯現其觀感，有助於本研究之分

析。 
5. 教育程度是以高中（職）占48.9％為最多

數；其次為大學占33.9％；專科占12.9％；

國中（含）以下占3.0％；最後為研究所（含）

以上的只占1.3％。所以此次的訪談對象皆

有高中（職）和大學的教育程度，所填寫

的問卷內容等，也能夠更顯現其所要表達

的意見。 

4.4. 信度分析 
本研究重要度 與滿意度信度分析採用 

Cronbach’s α 係數，由表 2 可看出本問卷 Kano 品

質要素(具備時-正面)各構面的 α係數介於 0.768至
0.842 之間；而在 Kano 品質要素 (不具備時-負面)
各構面的 α 係數介於 0.709 至 0.825 之間，表示本

問卷之可信度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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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正式問卷調查各構面之 Cronbach’s α 係數 

 

構 面 
           Cronbach’s α 

 

重要度 
 

滿意度 
Kano 品質要素 

(具備時正面) 
Kano 品質要素 

(不具備時負面) 
有  形  性 0.821 0.883 0.768 0.709 

可  靠  性 0.628 0.862 0.818 0.824 

反  應  性 0.854 0.711 0.842 0.825 

保  證  性 0.823 0.625 0.812 0.724 

關  懷  性 0.691 0.728 0.825 0.781 

4.5. 重要度與滿意度的 IPA 分析 
利用重要度與滿意度的平均數來分析其服務

品質，並將客戶對服務品質重要度數值介於 3.6 ~ 
4.61 與滿意度數值介於 3.57 ~ 4.05 的平均數值，

分繪於二維矩陣圖中，依滿意度之總平均值為

3.78，重要度之平均總值為 4.10，以此兩點為中

點將 X、Y 軸，切割成四個象限如圖 4 所示，明

確地歸納出四個象限如以下說明所述： 

處於第Ⅰ象限為重要程度高和滿意度高的繼

續保持區，共占有 8 個題項（1、2、3、4、5、9、
13、19），此即為重點關鍵品質要素，如下所示： 

1. 從「1.YCM工具機機台(如：立式、臥式、

龍門型綜合加工機及各式CNC車床等)的
銘牌標示與說明。」重要度排第10名，滿

意度得到第1名，由此得知客戶對於機台的

標示與說明是非常滿意的。 
2. 從「2.YCM工具機機台(如：立式、臥式、

龍門型綜合加工機及各式CNC車床等)符
合人員便利的安全操作。」重要度排第 2
名，滿意度得到第2名，由此得知客戶對於

機台的便利安全操作是很重要也很滿意

的。 
3. 從「3.YCM工具機機台(如：立式、臥式、

龍門型綜合加工機及各式CNC車床等)便
於人員維護與保養。」重要 度排第1名，滿

意度得到第7名，由此得知客戶感受到業者

所提供的機台便於人員維護與保養之滿意

程度。 
4. 從「4.YCM工具機機台(如：立式、臥式、

龍門型綜合加工機及各式CNC車床等)的
操作使用手冊及說明文件均清楚齊全。」

重要度排第5名，滿意度得到第3名，由此

得知客戶感受到業者所提供的操作使用手

冊及說明文件之滿意程度。 
5. 從「5.YCM工具機機台(如：立式、臥式、

龍門型綜合加工機及各式CNC車床等)負
責安裝過程是專業與完善的。」重要度排

第7名，滿意度得到第5名，由此得知客戶

感受到業者所提供安裝機台過程是專業與

完善的滿意程度。 
6. 從「9.YCM工具機機台(如：立式、臥式、

龍門型綜合加工機及各式CNC車床等)符
合CNS、JIS、ISO等相關規格要求。」重

要度排第11名，滿意度得到第4名，由此得

知客戶感受到業者所提供的機台符合

CNS、JIS、ISO等相關規格要求之滿意程

度。 
7. 從「13.YCM工具機機台(如：立式、臥式、

龍門型綜合加工機及各式CNC車床等)使
用品質穩定性。」重要度排第3名，滿意度

得到第9名，由此得知客戶對於機台的穩定

性是很重要的，在滿意度方面需再提升上

來。 
8. 從「19. YCM工具機製造業者，具有良好

的聲譽與口碑。」重要度排第5名，滿意度

得到第8名，由此得知客戶對於業者具有良

好的聲譽與口碑是重要的，需再努力提升

此部份的滿意程度。如以上的說明，此I象
限位置即為繼續保持的重點區。 

處於第Ⅱ象限為重要的程度高但滿意程度卻

低的改善重點區，共占有 6 項次（6、10、12、18、
20、21），此亦為重點關鍵品質要素，如下所示： 

1. 從「6.YCM工具機機台(如：立式、臥式、

龍門型綜合加工機及各式CNC車床等)的
設計結構與功能，符合您的預期需求。」

重要性排第13名，滿意度卻在第18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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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得知客戶感受到業者所提供的機台設計

結構與功能，並不符合客戶的預期需求。 
2. 從「10.YCM工具機機台(如：立式、臥式、

龍門型綜合加工機及各式CNC車床等)依
合約書簽定交期，準時交貨。」重要性排

第3名，滿意度卻落到第25名，由此得知客

戶對於無法依合約書所簽定的交期來準時

的交貨，感受到非常的不滿意。 
3. 從「12.YCM工具機機台(如：立式、臥式、

龍門型綜合加工機及各式CNC車床等)持
續操作加工精度準確。」重要性排第7名，

滿意度卻在第12名，由此得知客戶感受到

業者所提供機台的持續操作加工精度、準

確度等是不滿意的程度。 
4. 從「18.YCM工具機製造業者，能夠提供多

元的付款方式(如分期付款、銀行貸款、支

票等)。」重要性排第7名，滿意度卻在第

24名，由此得知客戶對於業者無法提供多

元的付款方式和實際相比其有著相當大的

不滿意和落差。 
5. 從「20.YCM工具機製造業者之業務銷售人

員瞭解工具機機台產品的特性。」重要性

排第13名，滿意度排第12名，由此得知客

戶對於銷售人員是需瞭解機台產品特性

的。 
6. 從「21.YCM工具機製造業者之售後服務工

程人員瞭解工具機機台產品的特性。」重

要性排第12名，滿意度排第12名，由此得

知客戶對於售後服務工程人員是需瞭解機

台產品特性的。如以上的說明，此II象限位

置即為改善重點的目標區。 

處於第 III 象限為重要的程度低且滿意程度

也低的次要改善區，共占有 9 項次（11、14、15、
16、17、22、23、24、25），此區域可暫時不予以

改善，可在第 II 象限改善之後再予以改善，如下

所示： 

1. 其「11.YCM工具機機台（如：立式、臥式、

龍門型綜合加工機及各式CNC車床等）新

產品的資訊。」 
2. 「14.YCM 業務銷售人員能夠快速瞭解並

回覆您的需求。」 
3. 「15.YCM工具機製造業者，在您提出特殊

需求（如提早交期、緊急插單、增減機台

配件、延後交機等）時，能夠迅速處理與

回應。」 
4. 「16.YCM工具機製造業者，在售後零件處

理的時效。」 
5. 「17.YCM工具機製造業者，提供採購前的

專業技術支援（如人員教育訓練、客戶生

產線、加工件的工時、刀具、治夾具等相

關技術評估）。」 
6. 「22.YCM工具機製造業者，於客訴發生時

負責處理人員的態度（如口氣及肢體動作

等）。」 
7. 「23.YCM工具機製造業者，對於客訴案件

的處理方式（如進度及安排和後續回覆

等…）。」 
8. 「24.YCM工具機製造業者，能夠主動關心

售後機台之相關使用狀況。」 
9. 「25.YCM工具機製造業者，願意共同合作

開發新機台或為客戶量身訂做客製化機

台。」 

以上各題項，若業者個案公司沒做好客戶也

不會特別不滿意，但若能挹注經費增加人力和物

力，並提升服務的品質水準，客戶將會給予鼓勵

而滿意度也將相對提高的。 

處於第 IV 象限為重要的程度低但滿意程度

卻高的過度供給改善區，共占有 2 項次（7、8）。 

1. 從「7.YCM工具機製造業者之業務銷售人

員的服務態度。」 
2. 「8.YCM工具機製造業者之售後服務人員

（如總機、客服、工程技術人員等）的服

務態度。」 

不管是業務銷售人員或售後服務相關人員也

好，業者個案公司所訓練出來積極的服務態度，

能夠獲得多數客戶的認同和滿意，對於客戶來講

雖不很重要，但此部份若把它處理的更好,業者將

可期許發掘出更佳的魅力品質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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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重要度與滿意度象限分布圖

4.6. Kano 二維品質分類屬性 
由所整理回收的問卷中，以 Kano 模式，將

25 個題項加以數據編號歸類，以客戶的觀點探討

不同的品質服務，依編碼方式所得到的分類屬性

分析，其結果如表 3 中所示；其中 Kano 品質屬

性歸類比重的計算方式是根據所有受測者，對於

每一項服務品質具備與不具備時的看法，將每位

受測者對於該品質要素的看法加以累計，並計算

每項品質要素之百分比，最後以百分比高者，做

為所欲歸屬的品質要素。例如：『有形性』第一問

項為「1.YCM 工具機機台（如：立式、臥式、龍

門型綜合加工機及各式 CNC 車床等）的銘牌標

示與說明」在 233 位受測者的問卷分析統計中，

顯示該服務品質的屬性如下說明： 

1. 「魅力品質（A）」有15人，占總人數的6.4
％。 

2. 「一元品質（O）」有50人，佔總人數的21.5
％。 

3. 「當然品質（M）」有90人，占總人數的38.6
％。 

4. 「無差異品質（I）」有73人，占總人數的

31.3％。 
5. 「反轉品質（R）」有4人，占總人數的1.7
％。 

6. 「問題品質（Q）」有1人，占總人數的0.4
％。 

最終判定，則以占總人數比例最高的「當然

品質」為 38.6％最高，即此題項歸類為「M」當

然品質要素屬性。本研究分析結果共計有 1 個「一

元品質（O）」、14 個「當然品質（M）」和 10 個

「無差異品質（I）」。

表 3：Kano 品質要素屬性分類與 SII–DDI 數值分析 

構

面  衡量項目 (包含題號與題目) Kano 品質屬性歸類比重% 分 類

歸 屬 SII DDI 
A O M I R Q 

有
形
性 

1 YCM 工具機機台(如：立式、臥式、龍門型綜合加工機及各式

CNC 車床等)的銘牌標示與說明。 6.4 21.5 38.6 31.3 1.7 0.4 M 0.285 -0.614 

2 YCM 工具機機台(如：立式、臥式、龍門型綜合加工機及各式

CNC 車床等)符合人員便利的安全操作。 24.9 10.7 15.9 48.9 0.0 0.0 I 0.352 -0.266 

3 YCM 工具機機台(如：立式、臥式、龍門型綜合加工機及各式

CNC 車床等)便於人員維護與保養。 15.9 12.0 17.6 53.2 0.0 1.3 I 0.283 -0.300 

4 YCM 工具機機台(如：立式、臥式、龍門型綜合加工機及各式

CNC 車床等)的操作使用手冊及說明文件均清楚齊全。 4.7 23.2 44.2 26.6 0.9 0.4 M 0.283 -0.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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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YCM 工具機機台(如：立式、臥式、龍門型綜合加工機及各 

式 CNC 車床等)負責安裝過程是專業與完善的。 3.0 20.2 64.8 10.7 0.0 1.3 M 0.235 -0.861 

6 YCM 工具機機台(如：立式、臥式、龍門型綜合加工機及各式

CNC 車床等)的設計結構與功能，符合您的預期需求。 14.6 22.3 31.3 31.8 0.0 0.0 I 0.369 -0.536 

可
靠
性 

7 YCM 工具機製造業者之業務銷售人員的服務態度。 25.3 12.4 25.8 36.5 0.0 0.0 I 0.378 -0.382 

8 YCM 工具機製造業者之售後服務人員(如總機、客服、工程技

術人員等)的服務態度。 15.0 12.4 16.3 56.2 0.0 0.0 I 0.275 -0.288 

9 YCM 工具機機台(如：立式、臥式、龍門型綜合加工機及各式

CNC車床等)符合 CNS、JIS、ISO 等相關規格要求。 17.2 15.5 12.4 54.9 0.0 0.0 I 0.326 -0.279 

10 YCM 工具機機台(如：立式、臥式、龍門型綜合加工機及各 

式 CNC 車床等)依合約書簽定交期，準時交貨。 15.9 12.4 18.5 53.2 0.0 0.0 I 0.283 -0.309 

11 YCM 提供工具機機台(如：立式、臥式、龍門型綜合加工機 

及各式 CNC 車床等)新產品的資訊。 17.2 8.2 12.0 62.7 0.0 0.0 I 0.253 -0.202 

12 YCM 工具機機台(如：立式、臥式、龍門型綜合加工機及各式

CNC 車床等)持續操作加工精度準確。 4.3 26.6 39.1 30.0 0.0 0.0 M 0.309 -0.657 

13 YCM 工具機機台(如：立式、臥式、龍門型綜合加工機及各式

CNC 車床等)使用品質穩定性。 6.4 24.5 47.6 21.5 0.0 0.0 M 0.309 -0.721 

反
應
性 

14 YCM 業務銷售人員能夠快速瞭解並回覆您的需求。 8.2 24.9 48.9 18.0 0.0 0.0 M 0.330 -0.738 

15 YCM 工具機製造業者，在您提出特殊需求(如提早交期、緊急

插單、增減機台配件、延後交機等)時，能夠迅速處理與回應。 13.7 34.8 30.5 21.0 0.0 0.0 O 0.485 -0.652 

16 YCM 工具機製造業者，在售後零件處理的時效。 10.7 29.6 44.2 15.5 0.0 0.0 M 0.403 -0.738 

17 
YCM 工具機製造業者，提供採購前的專業技術支援(如人員教

育訓練、客戶生產線、加工件的工時、刀具、治夾具等相關技

術評估)。 
12.0 21.9 48.1 18.0 0.0 0.0 M 0.339 -0.700 

保
證
性 

18 YCM 工具機製造業者，能夠提供多元的付款方式(如分期付

款、銀行貸款、支票等)。 15.9 20.6 45.5 15.9 1.3 0.9 M 0.373 -0.675 

19 YCM 工具機製造業者，具有良好的聲譽與口碑。 8.6 26.6 49.8 15.0 0.0 0.0 M 0.352 -0.764 

20 YCM 工具機製造業者之業務銷售人員瞭解工具機機台產品的

特性。 13.7 19.7 35.6 30.9 0.0 0.0 M 0.335 -0.554 

21 YCM 工具機製造業者之售後服務工程人員瞭解工具機機台產

品的特性。 10.3 13.3 42.9 33.5 0.0 0.0 M 0.236 -0.562 

關
懷
性 

22 YCM 工具機製造業者，於客訴發生時負責處理人員的態度 

(如口氣及肢體動作等)。 17.6 20.2 28.8 33.5 0.0 0.0 I 0.378 -0.489 

23 YCM 工具機製造業者，對於客訴案件的處理方式(如進度及 

安排和後續回覆等…)。 3.4 20.6 54.1 21.5 0.0 0.4 M 0.241 -0.750 

24 YCM 工具機製造業者，能夠主動關心售後機台之相關使用狀

況。 6.9 21.5 46.4 24.9 0.0 0.4 M 0.284 -0.681 

25 YCM 工具機製造業者，願意共同合作開發新機台或為客戶量

身訂做客製化機台。 13.3 23.2 27.0 36.1 0.4 0.0 I 0.366 -0.504 

4.7. 客戶不滿意與滿意程度屬性分析 
在 Kano 二維品質要素分類中，「當然品質」

一定要具備才行，否則會引起客戶的不滿意，進

而顯著影響產品或服務的銷售。至於「一元品質」

應盡可能的具備，而且要避免欠缺。而「魅力品

質」可以當作競爭的策略，以增加銷售。上述的

「當然品質」、「一元品質」及「魅力品質」要素

的具備及加強，是促使客戶滿意的關鍵因素，是

服務業者所不能忽略的。至於「反轉品質」是絕

對不能有，具備的話不但沒有好處，反而有害，

故不可不慎。然而，「無差異品質」不論是具備與

否，均不會帶來太大的影響，所以在降低成本的

考慮下，應可加以排除。由上述可知，客戶的需

求是隨時會改的，不同客戶對於相同的服務品質

可能會有不同的認知，在不同的時間及地點，客

戶對同一項品質需求也有可能會不同。因此要對

客戶作多方面、多時點展開調查，因為無差異及

反向品質要素都不是客戶想要的，故有許多文獻

在作 Kano 二維品質要素分析時，常會將無差異

及反向品質要素不列入考慮。（張旭華，2007；鄭

俊雄，2009）【8,9】 

本研究係採用這二個指標來找尋該優先改善

的品質要素： (1)增加滿意指標 (Satisfaction 
increment index，SII ) 以及(2)降低不滿意指標

(Dissatisfaction decrement index，DDI)其計算公

式如 (1) 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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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A 為魅力品質，O 為一元品質，M
為當然品質，I 為無差異品質。在降低不滿意指

標上乘上負 1 是為了強調對顧客不滿意感受的影

響。在解讀「增加滿意指標」與「降低不滿意指

標」時，數值越趨近 0，表示影響程度越低；若 SII 
值越趨近 1，則表示該品質要素的具備，對增進

顧客的滿意度就越大；當 DDI 值越趨近負 1，則

表示該品質要素的不具備，對顧客不滿意度造成

較大的影響。因此，根據這兩種指標可得出哪些

品質要素的具備或不具備時，對顧客滿意與否造

成影響；影響程度大者，就表示其品質要素為應

該加強之處。根據增加滿意指標（SII）與降低不

滿意指標（DDI）的公式，可以進一步求得 SII
和 DDI 值，如表 3 所示。茲就實證案例所提出服

務品質五大構面之品質要素說明如下： 

1. 依有形性服務品質滿意效益：係反應出一

些硬實體設備服務的提供能力。若以客戶

的角度來看，在6項有形性的服務品質要素

的客戶不滿意係數中，「5. YCM工具機機

台(如：立式、臥式、龍門型綜合加工機及

各式CNC車床等)負責安裝過程是專業與

完善的。」其DDI值為－0.861（DDI值中

排序第1高），其值均較趨近於－1，表示其

影響程度較大；因此，針對此項品質項目

進行改善，可降低客戶不滿意的程度。 
2. 依可靠性服務品質滿意效益：係反應出能

正確可靠地提供所承諾服務的能力。而以

客戶的角度來看，在7項可靠性的服務品質

要素的客戶不滿意係數中，「13.YCM工具

機機台(如：立式、臥式、龍門型綜合加工

機及各式CNC車床等)使用品質穩定性。」

其DDI值為－0.721，其值較趨近於極端值

－1，表示其影響程度較大；因此，針對該

項品質要素進行改善，可以明顯地降低客

戶的不滿意程度。 
3. 依反應性服務品質滿意效益：係指服務人

員快速服務及幫助客戶意願的能力。而以

客戶的角度來看，在4項反應性的服務品質

要素的顧客滿意係數中，「15.YCM工具機

製造業者，在您提出特殊需求(如提早交

期、緊急插單、增減機台配件、延後交機

等)時，能夠迅速處理與回應。」、「16.YCM

工具機製造業者，在售後零件處理的時

效。」的SII值，分別是0.485（SII 值中排

序第1高）與0.403（SII 值中排序第2高），

其2項的值均較趨近於極端值＋1，表示其

影響程度較大；因此，針對此2項品質項目

進行改善，可提升客戶的滿意程度。另外，

「14.YCM業務銷售人員能夠快速瞭解並

回覆您的需求。」、「16.YCM工具機製造業

者，在售後零件處理的時效。」、「17.YCM
工具機製造業者，提供採購前的專業技術

支援(如人員教育訓練、客戶生產線、加工

件的工時、刀具、治夾具等相關技術評

估)。」等3項的DDI值分別是－0.738、－

0.738、－0.700，其3項的值均較趨近於極

端值－1，表示其影響程度較大；因此，針

對該3項品質要素進行改善，可以明顯地降

低客戶的不滿意程度。 
4. 依保證性服務品質滿意效益：係指服務人

員具有專業素養及禮貌，並為客戶所信任

及幫助客戶意願的能力。而以客戶的角度

來看，在4項保證性的服務品質要素的顧客

不滿意係數中，「19.YCM工具機製造業

者，具有良好的聲譽與口碑。」其DDI值
為－0.764（DDI值中排序第2高），其值較

趨近於極端值－1，表示其影響程度較大；

因此，針對該項品質要素進行改善，可以

明顯地降低客戶的不滿意程度。 
5. 依關懷性服務品質滿意效益：係指YCM公

司人員提供客戶貼心、個別關懷之服務的

能力。而以客戶的角度來看，在4項保證性

的服務品質要素的顧客不滿意係數中，

「23.YCM工具機製造業者，對於客訴案件

的處理方式 (如進度及安排和後續回覆

等…)。」的DDI值分別是－0.750（DDI值
中排序第3高），其值較趨近於極端值－1，
表示其影響程度較大；因此，針對該項品

質要素進行改善，可以明顯地降低客戶的

不滿意程度。 

4.8. 品質改善滿意指標分析 
利用 SII 與 DDI 屬性分析工具機製造業者個

案公司的服務品質，並將客戶對品質屬性增加滿

意指標數值介於 0.235 ~ 0.485 與不滿意指標數值

介於－0.202 ~ －0.861 的平均數值，分繪於二維

矩陣圖中，依實際滿意度之總平均值為 0.322，不

滿意之平均總值為－0.556，以此兩點為中點將

X、Y 軸，切割成四個象限，重要性高的為 I、II
象限，其分布狀況如圖 5 所示，分析如下： 

1. 於第I象限中，佔有6個題項（14、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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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19），除第15項為「一元品質（O）」

外，其餘的分類歸屬均為為「當然品質

（M）」。此6題項為「14.YCM業務銷售人

員能夠快速瞭解並回覆您的需求。」、

「15.YCM工具機製造業者，在您提出特殊

需求(如提早交期、緊急插單、增減機台配

件、延後交機等)時，能夠迅速處理與回

應。」、「16.YCM工具機製造業者，在售後

零件處理的時效。」、「17.YCM工具機製造

業者，提供採購前的專業技術支援（如人

員教育訓練、客戶生產線、加工件的工時、

刀具、治夾具等相關技術評估）。」、

「18.YCM工具機製造業者，能夠提供多元

的付款方式（如分期付款、銀行貸款、支

票等）。」、「19.YCM工具機製造業者，具

有良好的聲譽與口碑。」；此部份表示客戶

認為「重要性高」，若表現不好，客戶不滿

程度會相當高；若表現好，客戶滿意度也

會相當高。針對此第I象限，應列為業者個

案公司重點改善關鍵品質，做好則可直接

提昇客戶對於個案公司，所提供服務品質

之績效評價，進而提昇個案公司的滿意度。 
2. 於第II象限中，佔有8個題項（1、4、5、12、

13、21、23、24），其分類歸屬均為「當然

品質（M）」。此8題項為「1.YCM工具機機

台(如：立式、臥式、龍門型綜合加工機及

各式CNC車床等)的銘牌標示與說明。」、「4. 
YCM工具機機台（如：立式、臥式、龍門

型綜合加工機及各式CNC車床等）的操作

使用手冊及說明文件均清楚齊全。」、

「5.YCM工具機機台（如：立式、臥式、

龍門型綜合加工機及各式CNC車床等）負

責安裝過程是專業與完善的。」、「12.YCM
工具機機台（如：立式、臥式、龍門型綜

合加工機及各式CNC車床等）持續操作加

工精度準確。」、「13.YCM工具機機台（如：

立式、臥式、龍門型綜合加工機及各式CNC
車床等）使用品質穩定性。」、「21.YCM工

具機製造業者之售後服務工程人員瞭解工

具機機台產品的特性。」、「23.YCM工具機

製造業者，對於客訴案件的處理方式（如

進度及安排和後續回覆等…）。」「24. YCM
工具機製造業者，能夠主動關心售後機台

之相關使用狀況。」之DDI值分別為

-0.614、-0.683、-0.861、-0.657、-0.721、
-0.562、-0.750、-0.681，均較所有題項DDI
平均值－0.528更趨近於極端值負1。表示

客戶認為「重要性高」，若表現不好客戶不

滿程度會相對偏高，此表示其影響程度較

大。因此，針對該項品質要素進行改善，

可以明顯地降低客戶的不滿意程度；但若

表現好，在客戶滿意度方面卻無法相對應

提高，此現象乃是客戶認為這些工作是基

本應做好的工作，所以滿意程度並不會提

高（不會特別給予讚賞）；若表現不好則是

能力不足，不滿意程度就會相當高，針對

此第II象限，應列為個案公司重點改善關鍵

品質。 
3. 於第III象限中，佔有4個題項（3、8、10、

11），其分類歸屬均為「無差異品質（I）」。
此4題項為「3. YCM工具機機台（如：立

式、臥式、龍門型綜合加工機及各式CNC
車床等）便於人員維護與保養。」、「8. YCM
工具機製造業者之售後服務人員（如總

機、客服、工程技術人員等）的服務態

度。」、「10. YCM工具機機台（如：立式、

臥式、龍門型綜合加工機及各式CNC車床

等）依合約書簽定交期，準時交貨。」、「11. 
YCM提供工具機機台（如：立式、臥式、

龍門型綜合加工機及各式CNC車床等）新

產品的資訊。」此部份於業者的客戶有顯

現出比較消極與被動看法，正常顯示倘若

沒做好客戶也不會特別不滿意，但客戶認

為其是被動的角色，所以也無法左右業者

太多，但還是希望業者能挹注經費來改

善，甚至進而提昇其服務的人力、物力，

則客戶會給予鼓勵，滿意度當然也將會相

對提高。針對此第III象限之題項，可於個

案公司在先處理完第II象限的題項問題

後，在公司經費預算的許可下，再來進行

改善進而提昇滿意度。 
4. 於第IV象限中，佔有7個題項（2、6、7、9、

20、22、25），除第20項為「當然品質（M）」

外，其餘分類歸屬均為「無差異品質（I）」；
此7題項為「2. YCM工具機機台（如：立

式、臥式、龍門型綜合加工機及各式CNC
車床等）符合人員便利的安全操作。」、「6. 
YCM工具機機台（如：立式、臥式、龍門

型綜合加工機及各式CNC車床等）的設計

結構與功能，符合您的預期需求。」、「7. 
YCM工具機製造業者之業務銷售人員的

服務態度。」、「9. YCM工具機機台（如：

立式、臥式、龍門型綜合加工機及各式CNC
車床等）符合CNS、JIS、ISO等相關規格

要求。」、「20. YCM工具機製造業者之業

務銷售人員瞭解工具機機台產品的特

性。」、「22. YCM工具機製造業者，於客

訴發生時負責處理人員的態度（如口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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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動作等）。」、「25. YCM工具機製造業

者，願意共同合作開發新機台或為客戶量

身訂做客製化機台。」，其DDI 值分別為

-0.266、-0.536、-0.382、-0.279、-0.489、
-0.504，均較所有題項DDI值平均數-0.556
更遠離於極端值負1，但因其SII值分別為

0.352、0.369、0.378、0.326、0.378、0.366，
均高於所有題項SII值平均數0.322而更趨

近於極端值1，此現象顯示大部份客戶對機

台的設計結構與功能並不太瞭解，且因此

部份完全掌握在業者手中，因業者如此的

作法可讓其機台能夠有別於同業，擁有相

當的市場獨占性，因此便不會將此部份容

易地給予客戶來了解，當然此部份的滿意

度就尚難提高；再來客戶認為此部份也無

法去左右到業者這邊，所以不滿意度指標

仍不會更趨近於極端值負1。但這些項目關

係到業者個案公司基本應有之作為，故此

第Ⅳ象限可在個案公司人力物力資源等，

相關的配套允許下加以運作，以期許發掘

其魅力品質要素，進而來提昇更高的滿意

度。 

圖 5：SII 與 DDI 屬性分析象限分布圖

5.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針對瞭解客戶對於個案公司其服務品質的

「重要度」方面：客戶所認為最重要的便是機台

能夠便於人員維護與保養，再來要能夠符合人員

便利的安全操作，其次是機台能夠依合約書所簽

定的交期來準時交貨，再則也希望在機台的使用

上品質能夠穩定，最後才是機台相關的操作使用

手冊及說明文件都能夠清楚和齊全；所以業者個

案公司需在此些項目上，作更有效率的努力和精

進，便能夠獲得大多數客戶的認同與讚賞。其服

務品質的「滿意度」方面，客戶最滿意的便是對

於機台銘牌的標示與說明，再來是滿意機台能夠

符合人員便利的安全操作，其次是滿意業者所提

供機台的操作使用手冊及說明文件都很清楚齊

全，再來是滿意業者所提供的機台符合 CNS、
JIS、ISO 等相關規格的要求，最後滿意的是業者

所提供安裝機台的過程是專業與完善的。 

針對瞭解客戶對於個案公司其服務品質的

「滿意度指標」方面：客戶認為業者在客戶所提

出的特殊需求(如提早交期、緊急插單、增減機台

配件、延後交機等)時，均能夠迅速處理與回應；

其次是業者在售後零件處理的時效上是滿意的；

再來是對於業者之業務銷售人員的服務態度和客

訴發生時負責處理人員的態度皆是滿意的。其服

務品質的「不滿意度指標」方面，客戶認為機台

在負責安裝的過程還不夠專業與完善；其次是業

者在其公司的聲譽與口碑上還有努力的空間；再

來是業者需能夠更主動地去關心客戶，其售後機

台之相關使用狀況。 

針對瞭解客戶對於個案公司其服務品質的

「繼續保持區」方面：其依第 I 象限所顯示出的

題項來繼續保持下去；其服務品質的「供給過度區」

方面，其依第 IV 象限所顯示出的題項來減少其過

度的供給；其服務品質的「改善重點區」方面，其

依第 II 象限所顯示出的題項來進行改善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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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便是為其個案公司所需努力的關鍵品質。 

針對重要程度低但滿意程度卻高的部份：個

案公司的業務銷售人員和售後服務人員的服務態

度，均能夠獲得多數客戶的認同和滿意，雖然對

於客戶來講覺得不重要，但若可以將它發揮的更

上層樓，將可期許從中發掘出更佳的魅力品質要

素；此部份也顯現出我台灣人好客親切的待客之

道，深深地影響了我們每個人，也會讓國外的客

戶有更深的正向感受，這更是我們和外國人所不

同的文化差異所在。 

以上說明，更期盼個案公司能夠在後續，安

排相關人員能夠更佳地適才適所、加強各方面的

專業訓練、提昇機台的加工精度及耐用度、激發

服務人員的熱忱等等，在主要競爭優勢的來源上

更加強化，因為做好者將可立即提昇客戶對業者

個案公司所提供服務品質之正向的績效評價，進

而也就能夠提昇業者個案公司的客戶滿意度了。 

5.2. 建議 
工具機產業其服務性質不同於一般的服務

業，存在更深一層的客戶、供應商和業者之間需

創造三贏的微妙關係，其不單單只是提升客戶對

於工具機業者的滿意程度，其背後更深遠的意義

在於透過每一項服務項目的改善，可以提升全球

客戶對於台灣所做出來工具機機台品質的認同，

也更能夠增加其信賴與滿意的程度，進而提升整

體台灣工具機業者的服務品質和效率，若也能夠

在機台重要的關鍵零組件上（如：控制器），努

力地來提升台灣的「自製率」，不需再仰賴日本

和歐洲的進口，全面的將「質」的部份也來提升，

擦亮「Made in Taiwan」的金字招牌，讓台灣的

競爭力能夠在全世界繼續的發光發熱下去。最

後，綜合以上相關結論內容，提供下列急需業者

個案公司，來盡快進行改善的最重點建議，請參

考如下所述： 

1. 建議機台需依照原合約書所簽定的交期來

準時交貨，不可延遲。 
2. 建議業者能夠提供客戶更多元的付款方式

（如分期付款、銀行貸款、支票等），讓客

戶感受更為貼心。 
3. 建議業者對於客訴案件的處理方式（如進

度及安排和後續回覆等…），能夠更積極快

速和主動，讓客戶感到是非常受重視的。 
4. 建議機台在負責安裝的過程中，能夠更加

專業與完善的讓客戶放心。 
5. 建議業者需再更努力於建立更良好的聲譽

與口碑。 

誠如以上的建議說明，亦希望業者個案公司

能再綜合本研究之結論所提出的改善重點，期待

業者個案公司能夠將其轉化成細密化思維的策略

性作法，藉由本研究的深入分析客戶之期待與不

滿因子，並歸納建立具體有效率的方法，依據所

找出的關鍵品質來配合上創新服務的方法，努力

來滿足客戶需求與提高整體滿意度是為其改善之

最重要點；本研究尚有待加強之處，如：本研究

僅以台灣中部具代表性的工具機製造大廠為分析

對象，無法和國內其他大廠來比較其共通或差異

性，建議後續研究可依此方向來擴大其研究範

圍，使其品質改進的指標能夠更為廣泛和適用；

另也建議在後續的研究上，除了可以再擴大至其

他廠家的比較外，亦可在應用和加入其他的研究

方法，如:品質機能展開（QFD）、田口方法等，

必能在從中得到不同的結果，提供給業者在實務

的應用上更臻完美。 

參考文獻 
1. 傅和彥、黃士滔，2004 年，品質管理：觀念、

理論與方法

2. 李友錚、賀力行，2004 年，品質管理整合性

思維，頁 16-39，前程企業管理，台北。 

，頁 17，前程企管，台北。 

3. 張重昭、謝千之，2000 年，Parasurman，

Zeithaml，and Berry，1985；Oliver，1981；

Robinson，1999；PZB，1985。 

4. 蘇朝墩，2004 年，專訪日本品質大師－狩野

紀昭博士，品質月刊，第四十卷，第五期，頁

14-16。 

5. 楊錦洲，1993 年，「二維品質模式在服務品

質上之應用」，品質管制月刊，29，27-33。 

6. 楊錦洲，2002 年，服務業品質管理，頁 9，品

質學會，台北。 

7. 吳明隆、涂金堂，2005 年，SPSS 與統計應用

分析，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北。 

8. 張旭華，2007 年，「整合二維品質模式與品

質機能展開應用於高等技職教育服務之實證

研究」，品質學報 Vol.14，No.4 。 

9. 鄭俊雄，2009年，「整合 Kano模式與 IPA分

析應用於行政機關服務品質之實證研究－以

田中鎮公所為例」，國立虎尾科技大學工業工

程管理研究所碩專班論文。 

10. Parasuraman, A., Zeithaml,V. A., & 

Berry,L.,（1985）,“A Conceptual Model of 
Service Qual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ournal of 

Marketing,Vol. 49, pp.41-50. 

11. Corsby, P. B.,（1979）,“Quality is Free”, 
New American Library Inc. 



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報 

第四期  101.09 

150 
 

12. Levitt, Theodore,“Production-Line 
Approach to Service”,Harvard Business 

Review,Vol.50,Sep./Oct.（1972）.pp.41-52. 

13. Oliver, R. L.,（1981）,“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satisfaction processes in 

retailing setting”, Journal of 

Retailing,Vol.57,pp.25-48. 

14. Gronroos﹐C.,（1982）﹐“An Applied Servuce 
Marketing Theory”﹐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16（7）﹐pp.30-41. 

15. Churchill,G.A. & Surprenant,C.（1982）.“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Determinants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Joum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Vol.19, pp.491-504. 

16. Martilla, J. A., & J.C. James,（1977）,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Journal of Marketing, Vol. 41, No. 1, pp. 

77-79. 

17. Hansen,E.,and 
R.J.Bush.,1999.“Understanding Customer 

Quality Requirements:Model and 

Application,”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28(2),pp.119-130. 

18. Zhang,H.Q. and I. 

Chow.,2004.“Application of 

Importance-Performance Model in Tour 

Guides’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Mainland Chinese Outbound Visitors in 

Hong Kong,” Tourism Management, 25 (1), 
pp.81-91. 

19. Nunnally, J. C.,1978.Psychometric Theory, 
McGraw-Hill, New York. 

20. Cavana,R.Y.,Delabaye,B.L.aud 
Sekaran,U.,2000.Applied Business 

Research：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John Wiley＆Sons,Australia. 


	整合Kano模式與IPA分析應用於工具機產業服務品質之實證研究–以YCM公司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