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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品質之研究一農會與合作社毛豬共
同運銷，之應用

何京勝蕭慶堯

國立中興大學農產連鎖學*'

摘要
本文針對農會體系及合作社體系之毛豬飼養戶﹒參加共同運銷後，對毛豬共同運銷
業務提供之服務品質其反應進行探討﹒內容包括飼養戶對共同運銷服務品質之認知及其

行為意向之分析，行為意向之因素有四: 1 忠誠程度， 2 不滿意之抱怨， 3 願意付出較高
手續費， 4 轉換服務體系，再分別以行為意向之四因素分析服務品質認知與行為意向間
之關係。

關鍵詞:服務品質、行為意向

一、緒論

半，其原因為何?是否因為小規模飼養頭數比例
:成才，而降低參加共同運銷之誘因可但是根據養

民國八十二年至八十四年農業生產的總產值

豬規模調查報告，民國八十四年一千頭以下飼養

平均約為新台幣三千八百四十餘億，養豬事業其

戶，飼觀頁數佔闊、飼養頭數總額 4308% '而目前

產值約為新台幣七百七十餘億元，約佔農業生產

參加共同運銷之飼養戶亦有一千頭以上者，由此

總值 2015% ;毛豬的出口值平均每年約為新台

可知表示一般飼養戶在一千頭以下者尚有未參加

幣三百九十八億餘元，由此可知養豬產業為國內

共同運銷者。

民國三十九年農會體系開始辦理共同運銷，

最重要的農村經濟產業之一。
我國養豬戶的結構，一直以小型養豬戶為

其共同運銷量為 7，082 頭，民國八十年為 377 餘

主，民國八十四年飼養戶飼養一千頭以下佔閥、飼

萬頭，但民國八十四年i成為 307 餘萬頭，分別佔

養戶之比例達 9091%

'但其飼養頭數僅佔總飼

總共同運銷頭數為 645% 及 488% 。合作社體系

。政府為提高飼養戶之議價能

自民國七十六年參加共同運銷，其共同運銷頭數

養頭數之 4308%

力，降低運銷成本，提高運銷效率，自民國三十

佔總運銷頭數 353% 至民國八十四年為 512%

九年起就輔導農會辦理毛豬共同運銷業務會先後

為什麼農會體系共同運銷比例降低，而合作社體

擬定各種不同措施 。

系反而增加 ， 其原因為何 。 是 否意謂合作社體系

'

民國七十九 年 後經由共同運銷供應至家畜

所提供服務較佳 9 飼養戶對共 同 運銷所提供之服

(肉品)市場豬 隻呈現逐年減少趨勢，民國八十

務品質之認知、預期及重視程 度 為何。飼養戶對

四年因外銷量增加而增加，民國八十四年共同運

共同運銷之行為意向，例如忠 誠程度、對服務品

銷頭數，佔總供 應頭數比例 4436% '由以上資

質不滿意之抱怨、飼養戶可能 轉換服務體系等問

料得知，共同運 銷 比例尚不及總供應頭數之一

題及飼養戶對共同運銷服務品 質 不滿意時，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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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合作社對於問題之解決程度，是否會影響飼養

差距。

戶之未來行為意向等問題均值得加以探討。
本研究擬探討養豬戶對於共同運銷的服務品

同時 Parasuraman， et

al

(1 985)提出十個服務品

質構面一有形性、可信度、可靠性、反應力、接

質的認知，及服務品質與其行為之間的關連，並

近性、禮貌性、溝通性、瞭解/熟知消費者、勝

做共同運銷未來改善及發展的參考，基於上述本

任力、安全性會影響「服務的期望」與「服務的

研究目的如下:

認知 J

並認為消費者個人過去的經驗、個人的

需求及口碑經由外部的溝通將影響其對於服務的

l 分析毛豬飼養戶對毛豬共同運銷所提供服務品

期望，分析服務的預期與服務的認知間之差距將

質飼養戶最不滿意項目，最滿意項目，重視程度

影響服務品質的認知。其關係如回二。

與認知程度及預期程度與認知程度之差異情形。

Paras叮aman，et al 於 1988 年針對他們於 1985
年所提出之服務品質概念性模式，嘗試建構一個

SERVQUAL

2 分析毛豬飼養戶對毛豬共同運銷提供之服務品

一般性的衡量量表 r

質與行為意向之關{系。行為意向包括對原來運銷

定義消費者對服務品質的認知為消費者對於服務

體系之忠誠程度、飼養戶對不滿意之可能抱怨、

的期望與消費者實際接受服務之服務認知間的差

飼養戶可能轉換服務體系、飼養戶願意付出較高

距。

手續費。

雖然 r

SERVQUAL J

Cronln and

_j

, r SERVIωAL _j

量表被廣泛使用，然而

Taylor(1992) 卻提出不同的看法，

SERVPERF J

3 飼養戶曾經遭遇服務品質的問題及農會(合作

即直接以績效為基礎的 r

社)對於問題解決程度，是否會影響飼養戶之行

L1 S阻L MODEL 評估結果分析指出.

模式。藉由

為意向。
1.

服務品質是消費者滿意度的先行指標。

2. 消費者滿意度對於購買意向有較強的影響。

二、理論基礎
由企業或機構的觀點，服務品質之研究主要

Parasuraman，Zelth位叫，Be的， (1 985)針對四個不

目的，無非是想從其中瞭解服務品質對財務

同服務業，企圖由消費者的觀點，找出存在的共

(Fln-ancial Consequences) 上之影響為何 9 何

同性認知構面，並驗證其所提出之服務品質概念

種程度之服務品質最符合企業或機才柄。益。

性模式，在其所提出概念性模式，模式中包含了

人的行為往往是複雜的，深受各種外在因素及內

消費者與業者在服務的傳遞與溝通過程中所產生

在因素的影響，所以從對於服務品質的認知到其

的五個差距(gaps) (圖一)

行為表現，到底消費者是與企業或機構保持維持

，這五個差距分別是:

差距一:消費者對於服務的期望與業者所認知的

(remaln) 關係，或是從企業或機構流失 (defet)

,

消費者對服務的期望間的差距。

其間還存在者許多變數，我們不容易由服務品質

差距二:業者所認知的消費者對於服務品質與將

之認知來推估其行為表現，所以在此我們導入一

此認知轉換成服務品質規範之間的差

個中間變數-行為意向

距。

Intentlons)

(behaVloral

，行為意向即為「在目前情況下消

差距三:服務品質規範與服務傳遞之間的差異。

費者之可能行為 J

差距四:服務傳遞與外部對於消費者溝通間之差

但尚未真正表現於行為。在此我們假設人的行為

距。

差距五:消費者期 望的服務與所認知的服務間的

'它只是消費者，心中之想法，

意向，與行為之間有相關(圖 三 )

，也就是有正

面的行為意向，有正面的行為表現，反之，有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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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碑 |

個人需要

過去經驗

期望的服務

差距 5

,
57拔。的服務

•

?費者
服務業者

自

提供服務

差距 l

差距 3

,

對消費者服務品質的認知

差距 2 ，
管理者對消費者

國 -P.ZB 服務品質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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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二服務品質的認知

服務品質

優越品質

拙劣品質

行為意向

f--Þ

←一，

正向意向

負向意向

本艾研究範圈
圈三服務品質與行為意向及財務之闢係圖

一 l 的一

服務品質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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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重 X(認知J預期)

面的行為表現。

:

雖然在優越 (supenor) 的服務品質可能會有正
面(如orable)的行為意向，拙劣 (mfenor)的服務品

權重，，~
權重" -一一___:::_:._ x

質可能會有負面 (unfavorable) 的行為意向，但是

U

總權重

100%

人的適應能力有一個可以容忍的範圍，所以我們
很想瞭解那一種層次的服務品質，是最為符合廠

權重。:第 1 人第 j 題重視程度

商與消費者的需要:這一方面 Coyne( 1989)提出

權重。o

門檻的概念，當滿意程度低於低限度門檻時有負

第 1 人第 J 題原始重視程度

總權重第 1 人重視程度總和

向的行為意向，當滿意程度高於高的門檻時會有

正向的行為意向，當滿意程度介於兩個門檻之間

服務品質權重 x(滿意一預期)

則行為意向不是很明顯。

Z 權重 x (滿意程度一預期程度)
題數

三、研究方法
(一)操作性定義 (operational definition)

(二)分析方法
l 敘述性統計 (Descnptl ve)

l 毛豬共同運銷服務品質

用以暸解樣本的分配集中情形及離散情形。

(1)毛豬共同運銷服務品質之衡量方式有四種:

Z 績效
。緝效:服務品質..，._ -一一咱也

2 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ls)

自泉多的觀察變項中，萃取較少且真代表性的因

題數

素，以作為命名及解釋的工作。

權重 110
@權重呼直效﹒權重"

-一一」一 x

100%

總權重

U

3 平均數差異之 t-檢定
本研究擬採用 t﹒檢定，來探討(1)認知程度與預期

程度差異(2)認知程度與重要性程度差異(3)飼養戶

權盟。:第 1 人第 J 題重視程度
權重 yo

不愉快經驗及服務品質問題解決程度，對於飼養

第 1 人第 J 題原始重視程度

戶行為意向之影響，公式為:

總權重第 1 人重視程度總和

一數

x

效一
績-

重一題

?』一

權一

效
績

續

單

質

向民

務

', =

(XI - X2)-0

si+ 吭一 2吭 5克
N

@認知-預期:

服務品質滿意一預期

z(滿意程度一預期程度)
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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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f?

(2)d[=0 d2=1

Fi---

時) :

Y = (BO + Bd2)+(B3 + B2)X +.,
(3)d)=0 d2=0

( 服務品質等於可容忍程度

時) :

-吋

Y = BO + B3X +e

L

r

( 服務品質高於可容忍程度

5. 信度與效度

相關係數

本研究對信度與效度，分別採用 Cronbachα 係

N: 樣本數

數與 K.M.O 取樣適當性檢驗及巴氏球形檢定卡方
式為衡量工具。

4 迴歸分析
為探討毛豬共同運銷服務品質與飼養戶行為意向

Cronbachα 係數，其計算方式為:

之間關係'擬採用迴歸方程式:

L σ;Î

( K ì

Y

= BO

+ B]d]X + B 2 d 2 X

\K -]J

+ε

\，

σrÎ

)

k ﹒各決定因素的項目數

σ?: 所有樣本戶在項目壯數

、

析素
分因
素之
因化
由簡
經所

向

σ?: 所有撮本戶在決定因素內項目

，/

苦心
為
一付

之變異數

101it44

/Ill--\

VJ

r
α=1 一一-1 xl]- 一弋， 1

+ Bdld 1 + Bd2 d 2 + B3 X

總分數之變異數
根據 Kmser( 1974)提出 KMO 決策標準:

X: 服務品質

的、 d

d)

為虛擬變數

2

表一、 K.M.O 統計值決策標準值

: 低於可接受程度服務品質

下限為 1

KMO 統計值

.其他情況盾。。

d2. 高於可接受程度服務品質

上限為 1 .其他情況為 o

'

C. 誤差項

基於以上之迴歸方程式，在加入虛擬變數

決策標準

09 以上

極佳的

08 以上

有價值的

07 以上

中度價值的

06 以上

不好不壞的

05 以上

可憐的

04 以上

無法接受的

資料來源:統計套裝程式 SPSS 與行為科學
王保進著(松崗電腦圖書資料公司)

的、 d 2 之後我們可以得到以下三種情況:
巴氏球形檢定係假設變數間的淨相關係數矩

(I)d) =1
時)

d

2

=0

( 服務品質低於可容忍程度

:

Y = (BO +Bdl )+(B3 + B))X +.,

陣是單元矩陣，即非對角線變值為 0' 如果檢驗
結果不能拒絕虛無假設，表示資料 不適合進行因

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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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證結果分析

人員具有專業素贅，可以讓飼養戶信賴，辦理共
同運銷登記作業時手續很簡便，經由共同運銷不

(一)樣本=劍斗之信度與效度分析

用擔心貨款收不到，承辦人員會站在飼養戶的立
場，辦理共同運銷，經由共同運銷貨款可以在最

l 毛豬共同運銷服務品質樣本信度分析

短時間內收到，承辦人員態度親切有禮，共同運

本研究共同運銷服務品質樣本信度 Cronbachα

銷的調配作業公平合理，承辦人員會主動、積極

最小為 06648

而迅速的對您提供協助，農會(合作社)辦理共同

'表示問卷之內部一致性相當高。

運銷是可靠，而值得信賴，農會(合作社)辦理共

2 飼養戶行為意向樣本信度分析

同運銷業務，令飼養戶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本研究飼養戶行為意向樣本信度 Cronbachα 最
小為 06192 表示問卷之內部一致性相當高。

3

3 農會體系對於服務品質認知與重視預期程度及
對於服務品質認知與預期程度兩者兼具最不滿意

3 毛豬共同運銷服務品質樣本效度分析

項目，共計有五項，依序分別屑，共同運銷可以

本研究共同運銷服務品質樣本效度 KMO 統計值

幫助飼養戶降低運銷時的傷亡事故，辦理共同運

為 0846 '表示已達到有價值之水準:行為意向

銷時農會的各項記錄都能正確無誤，共同運銷可

之 KMO 統計值為 0763 表示已達到中度的之水

以幫助飼養戶節省運輸時間及成本，當有傷亡事

準:服務品質之巴氏球形檢定值為 1606598 其結

故幸運生時可獲得合理解決，當發生共同 iill銷的問

果檢定為拒絕虛無假設水准:行為意向之巴氏球

題有申訴的管道。

形檢定值為 449378 其結果檢定為拒絕虛無假設
水準﹒可以用來說明本研究之資料適合進行因素

4 合作社體系對於服務品質認知與重視預期程度

分析及其相關分析。

及對於服務品質認知與預期程度兩者兼具最不滿

意之項目，共計有九工頁，依序分別為，當有傷亡

(二)毛豬共同運銷服務品質現況

事故發生時可獲得合理解決，當發生共同運銷的

l 飼養戶對於服務品質認知最不滿意項目，依序

較好的價錢，共同運銷可以幫助飼養戶降低運銷

分別屑，經由共同運銷毛豬可以買得較好的價

時的傷亡事故，共同運銷可以幫助飼養戶節省集

錢，共同運銷可以幫助飼養戶降低運銷時的傷亡

豬時間及成本，共同運銷毛豬的失重在合理範圍

問題有申訴的管道，經由共同運銷毛豬可以買得

事故，經由共同運銷所獲得的資訊較為正確，可

內，幫助飼養戶取得市場資訊，農會(合作社)的

以選擇家畜(肉品)市場或外銷加工廠為對象，

承諾或計壺，都可確實實現，合作社所提供共同

共同運銷的設備能與提供的服務相符合，幫助飼

運銷的服務是恰好而即時符合飼養戶的需要。

養戶取得市場資訊，當發生共同運銷的問題有申

訴的管道，共同 i軍車i~ì 毛豬的失重在合理範圍內，

(三)毛豬共同運銷服務品質因素分析

農會(合作社)在辦理共同運銷時具備現代化設

本研究採用因素分析法，簡化變數，並萃取

備，共同運銷可以幫助飼養戶節省集豬時間及成

本。

出可供解釋命名之因素，以認知為提入彎歇，進

2 毛豬共同運~'Ì服 務品質最滿意項目:飼養戶對

(Pnnclp1e-axls factonng)

於服務品質認知 最滿意項目，依序分別俑，承辦

獨立，抽出之因素間通常會有 某些程度怕關存在

行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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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毛豬共同運銷服務品質因素構面分析表

因素名稱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累積解釋變異量

體貼，性

10.788

37.20

37.20

方便性

2.839

9 回 80

47.00

有形性

I 991

6.90

53 90

可靠性

1.497

5 20

59.00

賀質性

1.399

4.80

63.80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因此在轉軸方式採用斜交轉軸法 (Dlrect

3 因素三:有形性
本因素內含四項變數，內容包括共同運銷真

Oblmun)(黃俊英 1991) ，所得結果如表二所示。

依據 H.Kalser(1958) 的標傘，選取特徵值大

有現代化設備、設備與所提供服務相符合、手續

於1. 0 者，所以有五項因素:累計對於變異量之

費在合理範圍內、貨款不用擔心收不到、貸款可

解釋為 63.80%

以在最短時間內收到，所以命名為有形性。因素

'

負荷量農會(合作社) r 在辦理共同運銷時具備現
1 因素一;體貼性

代化設備」與有形性因素之關係程度為正， 082

此項因素內含七項變數，內容包括承辦單位
知道飼養戶的需要、以飼養戶的需求為優先考
慮、承辦人員具備專業素養、態度親切有禮、各

最高:以「共同運銷所收的手續費在合理範間內」

與有形性因素之關係程度為正， 047 最低。(表
五)

項手續簡便、調配作業公平合理，故命名為體貼

性。因素負荷量意調著變數與因素之間的相關係

4 因素四:可靠性

數，其因素負荷量以「承辦單位知道飼養戶的需
要 J 之 0 個與體貼性因素之相關最高

本因素內含七項變數，內容包括各項記錄都

í 承辦人

正確無誤、所提供服務正確而即時、共同運銷值

員態度親切有禮 J 之因素負荷量為 056 與體貼

得信賴、各項計量都能實現、農會(合作社)樂於

性因素之相關程度最低。(表三)

提供協助、讓飼養戶有賓至如歸的感覺、遇到問
題有申訴管道，所以命名為可靠性。因素負荷量

2 因素二:方便性

以「農會(合作社)樂於在業務上主動對您提供協

本因素內含五項變數，內容包括可以協助飼

助」之相關程度為 -085 最高

í 辦理共同運銷時

養戶取得正確資訊、毛豬可以賀得較好價錢、集

農會(合作社)的各項記錄都能正確無誤」與可靠

豬時間符合飼養戶需要‘可以選擇市場或加工

性因素之相關程度為-066 最低。(表六)

廠，故命名為方便性。因素負荷量以「經由共同

運銷所獲得的資訊較 為正確 J 與方便性因素之關
係程度為正向，達 0 77 最高

5 因素五:實質性

í 飼養戶可以選擇

本因素內含五項變數，包括 協助飼養戶節省

家畜(肉品)市場或 外銷加工廠為運銷對象」與

集豬運輸時間及成本、失重在合理範圍內、遇到

方便性因素之關係程度為正向， 066 最低。(表

傷亡事故可獲得合理解決，故命名為實質性。因

四)

素負荷量以「共同運銷可以幫助飼養戶節省集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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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體貼性因素構面之構成因素及因素負荷量
問卷問項題號與內容

因素負荷量

23. 農會(合作社)知道飼養戶的需要，並且以飼養戶的需

0.84299

要、利益為優先考慮
20. 承辦人員會站在飼養戶的立場，辦理共同運銷

0.80534

19. 承辦人員具有專業素養，可以讓飼養戶信賴

0.75311

17.

0.73645

共同運銷的調配作業公平合理

2 1.承辦人員會主動、積極而迅速的對飼養戶提供協助

0.66857

16.

0.65451

辦理共同運銷登記作業時手續很簡便

l8. 承辦人員態度親切有禮

0.56369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表四

方便性因素構面之構成因素及因素負量
問卷問項題號與內容

因素負荷量

7

經由共同運銷所獲得的資訊較為正確

0.77015

9

共同運銷的集豬時間可以符合飼養戶的需要

0.76878

8.

經由共同運銷毛豬可以賣得較好的價錢

0.71875

6.

幫助飼養戶取得市場資訊

0.68788

lO.

可以選擇家畜(肉品)市場或外銷加工廠為對象

0.66065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表五有形性因素構面之構成因素及因素負量
因素負荷壘

問卷問項題號與內容

14. 農會(合作社)在辦理共同運銷時具備現代化設備

0.81893

13. 經由共同運銷貨款可以在最短時間內收到

0.74874

12. 經由共 同運銷不用擔心貨款收不到

o 62348

15.

0.5391 0

l

共同運銷的設備能與提供的服務相符合

1.共同運銷所收的手續費在合理範圍內

0.4861 3

資料來源: 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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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可靠性因素構面之構成因素及因素負量
問卷問項題號與內容

因素負荷量

25. 農會(合作社)樂於在業務上主動對飼養戶提供協助

0.85044

29. 當發生共同運銷的問題有申訴的管道

0.82384

27. 農會(合作社t!:)辦理共同運銷是可靠，而值得信賴

o 73568
o 67937

24. 農會(合作社)的承諾或計壺，都可確實實現

28. 農會(合作社)辦理共同運銷業務，令飼養戶有賓至如歸的感覺

0.67758

26 農會(合作社)所提供共同運銷的服務是恰好而即時符合飼養戶的需要

o 66776

22 辦理共同運銷時農會(合作社)的各項記錄都能正確無誤

0.65662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表七

實質性因素構面之構成因素及因素負量
問卷間項題號與內容

因素負荷量

共同運銷可以幫助飼養戶節省集豬時間及成本

0.81243

2

共同運銷可以幫助飼養戶節省運輸時間及成本

0.71307

5.

當有傷亡事故發生時可獲得合理解決

0.70085

4.

共同運銷可以幫助飼養戶降低運銷峙的傷亡事故

0.65994

3.

共同運銷毛豬的失重在合理範圍內

0.60069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時間及成本」與賀質性因素之相關程度為 081 最
高:

í 共同運銷毛豬的失重在合理範圍內」與實

質性因素之關連程度為 060 最低。(表七)

(四)飼養戶行為意向之因素分析

依據 H Kmser( 1958)的標準，選取特徵值大
於 10 者，所以萃取因素有四項:累計對於變異

量之解釋為 6700% 。

!因素一:忠誠程度
本因素內含五項變數，包括對他人說農會(合作社)

本研究之飼養戶行為意向問卷係修改 PZB

辦理共同運銷正面的事情，鼓勵、推薦朋友參加

1-996) 所提出之 13 項變數，以符合毛豬共同

農會(合作社)所辦理的共同運銷 ，所以命名為忠

運銷特性:因素萃 取法採取主軸因素萃取法

程誠度。因素負荷量以「農會( 合作社)所辦理的

(Pnnclple-aXl S factonng) ，轉軸方式為直接斜交轉
Oblumn) ，所得結果如表八所示。

誠程度因素其相關程度達 080 最高:

(

軸法(Drrect

共同運銷，是飼養戶運銷方式的第一選擇」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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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毛豬共同運銷飼養戶行為意向因素構面分析表
因素名稱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累積解釋變異量

忠誠程度

3.729

28.70

28.70

不滿意之抱怨

2.091

16 10

44.80

願意付出較高手續費

1.704

13.10

57.90

轉換服務體系

1.191

9.10

67.00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農會(合作社)辦理共同運銷正面事情」與忠誠程

作社)的共同運銷業務 J 與願意付出較高手續費因

度因素之相關程度為 061 最低。(表九)

素關連程度達焉。 51 最低。(表十一)

2 因素二:飼養戶不滿意之抱怨

4 因素四:轉換服務體系(飼養戶、可能將某些業

本因素內含有四項變數，內容包括發生不愉快經

務轉移至其他服務體系)

驗時，飼養戶會對承辦人員人員、其他的運銷管

本因素內含三項變數，內容包括未來飼養戶將會

道人員、承辦人員、農會(合作社)幹部抱怨，所

減少對農會(合作社)辦理共同運銷的數量，當其

以命名為飼養戶不滿意之抱怨。因素負荷量以「當

他的運銷管道，提供較好的服務時，飼贅戶會將

飼養戶參加毛豬共同運銷時，發生不愉快經驗

部份的運銷業務，移轉到其他的運銷管道:發生

時，飼養戶會對承辦人員人員抱怨」與飼養戶

不愉快經驗時，飼養戶會將共同運銷業務移轉到

不滿意之抱怨關連程度達 0 的最高

r 當飼養戶

其他運銷管道。「未來飼養戶將會減少對農會(合

參加毛豬共同運銷時，發生不愉快經驗時，飼

作社)辦理共同運銷的數量」與轉換服務體系之相

養戶會對其他的飼養戶抱怨」與飼養戶不滿意之

關程度為 074:

抱怨關連程度達為 051 最低。(表十)

好的服務，飼養戶會將部份的運銷業務，移轉到

r 如果其他的運銷管道，提供較

其他的運銷管道」與轉換服務體系之相關程度為
3 因素三.飼養戶願意付出較高手續費

074:

本因素內會二項變數，內容包括因為目前農會(合

愉快經驗時，飼養戶會將共同運銷業務移轉到其

作社)所提供的服務比較好，所以飼養戶願意付比

他運銷管道且i轉換服務體系之相關程度為 059

較高的手續費;手續費增加，飼養戶還是會繼續

(表十二)

r 當飼養戶參加毛豬共同運銷時，哥哥生不

'

參加農會(合作社)的共同運銷業務所以命名為願

意付出較高手續費。因素負荷量以「因為目前農

(五)毛豬共同運銷服務品質與飼養戶行

為意向分析

會(合作社)所提供的服務比較好，所以飼養戶願

意付比較高的手 續費」與願意付出較高手續費因
本研究針對不同之行為意 向，用服務品質對

素關連程度。的 最高。「農會(合作社)共同運銷

業務手續費增加 ，飼養戶還是會繼續參加農會(合

其作迴歸分析，實証分析結果 見表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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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忠誠程度因素構面之構成因素及因素負荷量
問卷間項題號與內容

因素負荷量

4. 農會(合作社)所辦理的共同運銷，是飼養戶運銷方式的第一選擇

0.80210

3. 鼓勵飼養戶的朋友參加農會(合作社)所辦理的共同運銷

0.79261

2.

0.75436

當有人考慮毛豬運銷方式時，飼養戶會推薦農會(合作社)所辦理的共同運銷

5. 未來飼養戶還會增加對農會(合作社)辦理共同運銷的數量

0.65325

l.

0.60980

對他人說農會(合作社)辦理共同運銷正面的事情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表十飼養戶不滿意之抱怨因素構面之構成因素及因素負荷量

問卷問項題號與內容

因素負荷量

13. 當飼養戶參加毛豬共同運銷時，發生不愉快經驗時，飼養

o 83043

戶會對承辦人員人員抱怨
12. 當飼養戶參加毛豬共同運銷時，發生不愉快經驗時，飼養

o 69837

戶會對其他的運銷管道人員抱怨
14. 當飼養戶參加毛豬共同運銷時，發生不愉快經驗時，飼養

0.59194

戶會對農會(合作社)幹部抱怨

1 1.當飼養戶參加毛豬共同運銷時，發生不愉快經驗時，飼養

o 51474

戶會對其他的飼養戶抱怨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表十一願意付出較高手續費因素構面之構成因素及因素負荷量
因素負荷壘

問卷問項題號與內容

9

因為目前農會(合作社)所提供的服務比較好，所以飼養

0.82769

戶願意付比較高的手續費

8

如果農會( 合作社)共同運銷業務手續費增加，飼養戶還
是會繼續參加農會(合作社)的共同運銷業務

資料來源: 本研究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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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轉換服務體系因素構面之構成因素及因素負荷量

6.

問卷問項題號與內容

因素負荷量

未來飼養戶將會減少對農會(合作社)辦理共同運銷的數量

。 74472

7. 如果其他的運僻管道，提供較好的服務，飼養戶會將部份的

0.73706

運銷業務，移轉到其他的運銷管道

10. 當飼養戶參加毛豬共同運銷時，發生不愉快經驗時，飼養戶

0.58740

會將共同運銷業務移轉到其他運銷管道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表十三毛豬共同運銷服務品質與飼養戶行為意向之迴歸統計表

2

行為意向

迴歸係數

R

ADJ --R

忠誠程度

0.714*

0.372

0.365

不滿意之抱怨

-0 553 *

轉換服務體系

-0.349 **

o 171
o 042

o 161
o 031

願意付出較高手續費

0.629*

0.233

0.225

2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為 95現顯著f*準

**

為 9明顯著水準

由表十三得知，以服務品質來解釋飼養戶之行為
意向，其判定係數 (R-)

，以忠誠程度之 0372

由表十五所顯示「忠誠程度」之行為意向只
有合作社體系飼養戶於可容忍範園、低於可容忍

為最高，最低為可能轉換服務系統之 0042 '維

範固兩類中分別於 95%及 90%顯著水單時

持忠誠程度、願意付出較高手續費兩項行為意向

顯著，其餘則未達賴著水準。合作社體系之估計

與服務品質問關係為正向關係:飼養戶不滿意之

值大於農會體系，表示合作社體系之飼養戶對合

抱怨與轉換服務體系兩項行為意向與服務品質問

作社提供之服務品質在不同容忍範圍內其對合作

之關係肩負向關係;轉換服務系統在 90%顯著水

社之忠誠度對服務品質反應程度，大於農會體系

準時顯著，其餘三項行為意向變數均在 95%顯著

內飼養戶對於農會忠誠之反應程度。

水準時顯著。
經由不同衡量方式之毛豬共同運銷服務品

2 飼養戶不滿意之抱怨與服務品質之關係

「直司養戶不滿意之抱怨」 行 為意[旬，就全體

質服務之結果(見表十四川總體而言，以績效服
務品質認知之滿意程度 R

較高，所以本研究擬

以績效衡量服務 品質之滿意程度。

養戶而言，於可容忍程度，低於可容忍範圈，高

於可容忍範圈，皆於 95%顯著水准時顯著:農會
體系飼養戶未達顯著水準:合 作 社體系在低於可

l 忠誠程度與服務品質之關係

容忍、範圈，可容忍、範圍兩類於顯著水準為 90%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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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 不同衛量方式之毛豬共同運銷服務品質與飼養戶行為意向之迴歸統計判定係數已
行為意向

服務品質判定係數 R 2

樣本

衡量方式
績效

權重*績效

績效-預期

權重 *(續效-預

期)
全體樣本

o 384

o 374

0.335

0.336

農會體系

0.436

0.426

o 398

0.401

合作社體系

0.412

0.419

0.346

0.364

不滿意之

全體樣本

0.293

0.272

0.210

0.216

抱怨

農會體系

0.316

0.293

合作社體系

o 333

o 316
o 280

可能轉換

全體操本

0.168

0.151

0.085

o 322
o 172
o 082

服務體系

農會體系

0.198

o 188

0.168

().166

合作社體系

0.229

0.196

o 074

願意付出

全體標本

0.241

較高手續

農會體系

o 243
o 245

0.287

o 081
o 187
o 109

費

合作社體系

0.318

o 319

0.353

0.358

忠誠程度

0.168

0.179
0092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註*為 95嘯著水準

**為 90嘯著水準
應.在服務品質高於可容忍程度時，飼養

顯著，高於可容忍、範圍於顯著水準為 95%時顯著。

戶對於服務品質相當滿意，產生糾紛之可能性較

合作社體系之估吾師自大於農會體系，表示合作

低，即使有糾紛或問題，亦不致有太多的抱怨或

社體系之飼養戶對合作社提供之服務品質在不同

反應。

容忍範圍內，當發生共同運銷業務糾紛時會向相

關單位抱怨或反應對服務品質反應程

3 飼養戶可能轉換服務系統與服務品質之關係
「飼養戶之可能轉換服務體系」行為意向，

度，大於農會體系內飼養戶。
農會及合作社體系之飼養戶在服務品質低於

就全體飼養戶、合作社體系飼 養 戶、農會體系飼

可容忍程度時， 飼 養戶可能因為失望而消極反

養戶，在三種不同容忍程度， 前兩者均在 95%顯

應，而不去抱怨 或反應:在可容忍範圍內，當發

著水準時顯著;農會體系飼養戶 在 90%顯著水準

生共同運銷業務 糾 紛時會向相關單位抱怨或反

時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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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五毛豬共同運銷服務品質與飼養戶行為意向之估計值

行為意向

樣本

估計值

β

服務品質範圍
可容忍範圍

低於可容忍範圍

高於可容忍範圍

B3

Bl

B2

全體樣本

1.205

-0.777

-0 .496

農會體系

0.431

o 141

0.222

合作社體系

2.238 *

-2.582 **

-1.952

不滿意之

全體樣本

2.156*

-3.008*

-3.154 *

抱怨

農會體系

1.081

-1 973

-1.485

合作社體系

2. 395**

-3.174 **

-4. 724 *

可能轉換

全體樣本

2.783 *

-3.687

-4.671

服務體系

農會體系

3 163

-}. 890 **

-4377

合作社體系

4.414 *

-6.215

-7.641 *

願意付出

全體樣本

0.375

0.575

0.536

較高手續

農會體系

-1 620

2.487

費

合作社體系

0.403

1. 260

忠誠程度

巴，

拿

拿

4會

司~*

司~*

3.329
-0 . 375

資料來頓:本研究彙整

註*為 95%顯著水準

**為 90%顯著水準

合作社體系之估計值大於農會體系，表示合

「飼養戶願意付出較高手續費」行為意向，

作社之飼養戶之可能轉換至其他運銷體系之對服

飼養戶於不同之服務品質範圈，一般而言均願意

務品質反應程度，大於農會體系內飼養戶。飼養

因為服務品質之提高而付出較高手續費，且仍然

戶對於共同運銷提供之服務品質在高於可容忍程

留在此一體系內，但統計檢定時只有農會體系飼

度時，即服務品質甚佳時﹒飼養戶將不會轉換至

贅戶﹒在高於可容忍範圍內時於 90% 之顯著水準

其他服務體系， 在可容忍範圍內，若其他單位所

時顯著，其餘各項均未達顯著水準 。

提供較佳之服務 時，飼養戶可能會轉換至其他服

農會體系之估計值大於合 作社體系，表示農

務體系;在服務 品質低於可容忍程度時，即服務

會體系之飼養戶對農會提供之 服務品質在不同容

品質不佳時飼養 戶 會轉換至其他服務體系。

忍範圍內，支付較高手續費之 意願較合作社體系

4 飼養戶願意付出較高手續費與服務品質之關係

之飼養戶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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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飼養戶行為意向與飼養戶對服務品

對於飼養戶曾經遭遇服務品質問題其解決雖然不

質不愉快經驗及農會或合作社對於

滿意但尚能接收，飼養戶可能比較不會轉換服務

服務品質問題解決程度之關係:

體系:飼餐戶曾經遭過服務品質問題其解決雖然
不滿意但尚能接收相對於飼養戶曾經遭過服務品

本節就飼養戶參加共同運銷時，若對農會或
合作社提供之服務品質產生不滿意問題時，農會

質問題但未獲得解決，飼養戶可能比較不會轉換
服務體系。

或合作社對不滿意問題之解決程度是否會對飼養

戶之行為意向產生差異加以分析，飼養戶參加共

4 飼養戶願意付出較多手續費與飼養戶遭過服務

同運銷可能發生服務品質問題及問題被解決程度

品質不愉快經驗及農會或合作社對於服務品質問

差異之經驗包括:

題解決程度之關係:
飼餐戶曾經遭過服務品質問題並獲得滿意解決相

l

未曾遭遇服務品質問題。

2 曾經遭遇服務品質問題並獲得滿意解決。

對於飼養戶曾經遭遇服務品質問題但未獲得解

決，飼養戶可能願意願意付出比較高手續費:飼

3. 曾經遭遇服務品質問題其解決雖然不滿意尚能

養戶曾經遭遇服務品質問題雖然不滿意但尚能接

接受。

收之解決相對於飼養戶曾經遭遇服務品質問題但

4 曾經遭過服務品質問題但未獲得解決。

未獲得解決，飼養戶可能願意願意付出比較高手
續費:飼養戶未曾經遭遇服務品質問題相對於飼

四種情形，兩兩配對運用平均數差異檢定分

析，加以比較以便瞭解相互之間對飼養戶之行為

養戶曾經遭過服務品質問題但未獲得解決，飼養

戶可能願意願意付出比較高手續費。

意向是否存在差異。

l 忠誠程度與飼養戶對服務品質不愉快經驗及農

五、摘要與建議

會或合作社對於服務品質問題解決程度之關係:

飼養戶未曾遭遇過服務品質問題及飼養戶遭遇

(一)毛豬飼養戶對毛豬共同運銷服務品
質之認知:

過服務品質問題，並獲得滿意解決相對於飼養戶
曾經遭遇服務品質問題但未獲得解決，對運銷體
系維持較高忠誠度。

l 從實證結果我們可以得知，參加毛豬共同運銷

2 飼養戶不滿意之抱怨與飼養戶對服務品質不愉

度之上，只有程度上之差別，所以當前的課題除

之飼養戶對共同運銷之服務品質認知都在滿意程

快經驗及農會或合作社對於服務品質問題解決程

了繼續提供良好之服務品質以維持原有飼養戶，

度之關係:

另一方面是如何吸引未參加共同運銷之飼養戶，

如果飼養戶之問題獲得滿意解決相對於問題未獲

加入共同運銷體系。

得解決，飼養戶之可能抱怨或其可能向外界或內
部抱怨或反應情形可能會較少。

2 飼養戶在銷售上較為不滿意之服務品質項目包
括無法獲得正確市場資訊，無法有比較好的售價

3 飼養戶之可能轉 換服務系統與飼養戶遭遇服務

目前共同運銷之作業在每月底 舉行毛豬調配會

品質不愉快經驗及農會或合作社對於服務品質問

議，協調次月各家畜(肉品) 市場，外銷加工廠

題解決程度之關係 ﹒

之供需壘，是由上而下之作業 方 式，只考慮市場

飼養戶曾經遭遇服務品質問題並獲得滿意解決相

量之配合;而不是從飼養戶立場進行秩序運銷，

一 180一

服務品質之研究一農會與合作社毛豬共同運銷之應用
同時以目前毛豬市場資訊仍無法達到及時性、完

系飼養戶之強烈，但因為服務品質不滿意，而轉

整性、方便性、正確性之標準的情形下，易引起

換至其他服務體系之反應程度，相對大過以上兩

飼餐戶主觀或客觀上對於價格之不滿意。因此政

種行為意向，此可做為農會體系辦理共同運銷業

府宜從秩序運銷觀點，提供市場資訊及建立適當

務之警惕，但在另一方面，農會體系之飼養戶願

之毛豬調配作業。在市場經濟體系中，毛豬調配

意因為服務品質之提高而多付出手續費，此可說

作業在理想情況，應由市場與飼養戶負責，透過

明農會體系之飼養戶對該體系愛之深賣之切的心

市場資訊網路之建立，飼養戶在銷售資訊管理系

理。

統協助下，考慮運輸成本、失重、傷亡等情況下，
根攝各家畜(肉品)市場商圈之需要，擬定銷售

決策。

6 合作社體系之飼養戶對共同運銷服務品質之滿

意程度，所反應之行為意向變數在程度上大過農
會體系之飼養戶，此可做為合作社提供服務品質

3 毛豬飼養戶對於共同運銷豬隻傷亡事故率偏高

之參考，在目前合作社成立之因素下，合作社之

甚為不滿意，形成豬隻悔亡率偏高之原因可分為

社員亦另組合作社，以求滿足其對於共同運銷服

運輸途中及至家畜(肉品)市場繫留與拍賣前、

務品質之要求。

後階段，在前一階段緊迫因子易造惕亡率高，此
問題可藉由檢測及不飼養具有緊迫因子種豬及毛

7 留住舊顧客 tt 創造新顧客所付出成本少，因此

豬而解決，其他因素為運輸工真設備及集豬技

農會與合作社應從飼養戶滿足處加強滿足程度，

巧，在目前絕大多數委託貨運行運輸情況下，可

從不滿意虛擬定有效策略減少其負面效果 a

採責任運輸方式，運輸途中若有傷亡發生，由委

託行負責，雖然運輸費用會增加，但可相對減少

8 飼養戶在不滿意共同運銷服務時，雖然在轉換

傷亡損失及飼養戶為求售價較高而飼養帶有緊迫

至其他服務體系或抱怨上不顯著，但仍然需注意

因子之毛豬所產生高傷亡率高損失率，責任運輸

此種情況為虛假的思前 Spunous loyalty)可能因為

可促使貨運行改善運輸設備及趕豬技巧，對於目

其目前沒有其他的選擇。

前實施的毛豬運輸保險投保率不高之消極措施可
獲得改善。在後一階段主要為繫留場設備及趕豬

(二)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方式，此可從繫留場之改進及對降低傷亡賠償率
之肉品市場採用獎金辦法，如此可降低傷亡率及

本研究在研究過程中，雖力求周延完善，除了時

飼養戶之不滿。因此為減低飼養戶之不滿意，相

間，人力，物力等因素限制外，上有下列幾時限

關單位當。

制:

從以上問題著手力求改進

l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中，只考慮到服務品質，行

為意向，對於諸多飼養戶之人格特質，與社團
4 參與農會體系飼養戶對共同運銷收取之手續費
不滿意相對於合作社體系較多，在共同運銷服務

(屋集會、合作社)之關係並未詳加考慮，可能

會影響解釋之完整性。

品質無太大差異時，農會體系當深思如何提高服
務品質，根據本研究若能更好之服務品質，飼養

2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參加農 會體系或合作社體

戶願意付出更多手續費。

系之飼養戶，可進一步考慮其他飼養戶，例如未
參加共同運銷飼養戶，或退出 共同運銷之飼養戶

5 農會體系飼養 戶對共同運銷提供之服務品質，

等。

其反映在對農會 之忠誠度及抱怨，不若合作社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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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為意向變數除本文所提出之四種變數外，可

perfonnance Baerd and Percep lJ ons Mmω
ExpectatJ ons Measurernent of Servlce Quahty "

進一步考慮其他變數，以更完整說明飼養戶之可
能行為意向。

4 可進一步分析當期 (t)之服務品質對於後一期 (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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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ls artlcle presents an analysls of

、 ervlce

quahty 10 study Ihe Impecl l. of hog

ral 、 er、

whlch mclude two cooperalton marketmg systems that are Farmer Assoclal lO n and Cooperattve
The contenls are percclved servlce and behaV lO ral mlent lO n
behavlO ral mtenttons

Loyalty 10 cooperatton

marketm皂，

agencles) , Wllhngness to pay more , propenslty 10 sWltch

There are four dlmenscons of
complam 10 someone (ex1ernal

To examme relattonshlps belween

servlce quahty and customers behavloral mtemons whlch based on Ihe four
behav lO ral mtentlons respectt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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