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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Kano 模式探討服飾創作基地之關鍵服務品質
黃淑惠1 魏明珠2 陳俊良3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服飾創作基地之服務品質要素與構面，以了解訪客對服務
品質的期望、實際知覺與重視程度；研究方法運用 SERVQUAL、Kano 二維品
質模式歸類訪客認知的服務品質屬性，透過品質改善指標進一步瞭解各項
品質要素帶來顧客滿意度提升及不滿意度消除的效益程度。研究結論包括
(1)、「產業體驗教育」創新服務模式，提供差異性的客製服務，應用不同
功能串聯服務創新構面，擴散產業知識與延伸教育價值，新增「教育性」
構面，提出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信賴性、關懷性、教育性等六構面
(2)、建構服飾創作基地之服務創新構面，加強與在地聚落產業連結，擴大
服務以提高附加價值(3)、運用服務創新與關鍵服務品質要素提出建議，以
作為服飾創作基地執行改善決策或服務創新管理之參考。
關鍵詞:服務品質、服務創新、Kano 模式、服飾創作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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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為協助台灣產業結構優化與轉型，行政院核定「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
案」，透過「維新傳統產業、鞏固主力產業、育成新興產業」三大主軸，
及「推高值/質-提升產品品級及價值、補關鍵-建構完整產業供應鏈體系、
展系統-建立系統解決方案能力、育新興-加速新興產業推動」四大策略進行
(行政院，2013)。對此，經濟部工業局為達成產業升級與轉型目標，在紡織
產業發展推動與輔導計畫項下，將紡織相關之法人研究單位建立的成熟技
術有效作為業界後盾，透過國內外技術交流，引進成熟且具潛力之技術、
產品或市場，技術擴散給業者(經濟部工業局，2016)；自 2011 年起委託具
技術研發、跨領域與全方位服務的法人團隊，分別在台北、台中、彰化、
雲林、高雄、花蓮等，在當地產業聚落設立產業創新基地「7+3 快速設計打
樣中心與創作基地」，分別為成衣、配飾、鞋類、袋包箱、織襪、毛巾、
印刷暨文創商務設計等 7 個快速設計打樣中心；3 個創作基地包括西園 29
服飾創作基地、R7 創藝所在、後山•山後故事館。從技術應用、產品設計、
打樣開發、行銷推廣、人才培育等一條龍式整合服務，導入文化、美學設
計及跨域整合，為國內傳統產業注入設計及科技加值，協助業者提升產品
附加價值、縮短開發時程、提供解決方案，以快速反應市場需求；「7+3 快
速設計打樣中心與創作基地」為產業升級創新平台，讓傳統製造業快速蛻
變為科技、高值、文創化之新型態高附加價值的產業。
近年來關注國際紡織產業在時尚服飾領域轉型與發展的現況中發現，
紡織服飾產業透過創作基地、設計中心、孵化器或產業創新基地的型態，
促進產業創新、創業加速、人才培育等的策略逐漸成熟，且已蔚為產業創
新的熱潮。從服飾產業轉型的國際趨勢實例中，如韓國以韓國設計振興院
Korea Institute of Design Promotion 作為政府的執行推動單位，設置「時裝設
計中心」致力於推動韓國流行時裝設計的設計培訓和交流的開展、設計升
級和推廣等；加拿大多倫多透過「時尚創新育成中心 」Toronto Fashion
Incubator，提供時裝設計工作室、製作和打樣設備、教學指導、行銷、推廣
和建立人脈資源等方面的機會，推動加國的時尚產業；美國設立舊金山
Fashion Incubator San Francisco、芝加哥 Chicago Fashion Incubator、聖路易
斯 St. Louis Fashion Incubator 等，仍持續在增設時尚設計創新中心，以振興
在地的時裝產業與美國製造業；中國更積極在產業聚落開展大規模的紡織
服裝創意設計示範試點，作為服飾產業轉型升級的起步，例如 751D•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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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時尚設計廣場、常熟紡織服裝創意產業園、柯橋紡織工業創意設計基
地等，將紡織服裝產業的聚落或閒置的廠區，改造成為時尚製造與設計、
銷售、消費、營運等功能的產業園區。顯然紡織產業轉型從成衣服飾的時
尚領域切入，創作基地服務模式係提供業界發展技術創新並兼具行銷與推
廣，整合一條龍式價值鏈服務。基於上述紡織服飾產業轉型與發展趨勢，
轉型透過產業設計基地推動是重要且不斷的推進。
隨著產業結構的轉變台灣正面臨轉型的關鍵階段，現今發展趨勢和消
費需求，產業設計基地無論是提供生產服務或發展性的行銷推廣，都是因
應產業日趨增加的競爭需求，本研究試圖將紡織產業服飾創作基地以利用
技術深化與跨領域整合提供產業服務，從服務品質的角度切入研究探討，
學者 Grönroos (1982)認為技術品質與功能性品質皆會影響企業形象，而一
般傳統的行銷活動會影響期望服務；Ngo & O'Cass( 2009)提到服務創新具有
卓越的創新能力特質以不斷開發企業領先地位，滿足現有客戶所需，期望
創造一個新的解決方案及滿足未來新顧客所需；換言之，產業基地所提供
的服務可以詮釋為一切與產業服務相關或針對服務的創新行為與產業活動
視為廣義的服務創新；雖然服務創新在目前文獻定義相當多元，眾多研究
學者以不同角度去詮釋不同產業中的創新活動，對於紡織業提高產業附加
價值的「轉型」議題，以創新服務注入傳統產業蛻變的產業設計中心或創
作基地的相關研究探討並不多，文獻亦甚少從服飾創作基地提供新型態的
服務模式切入服務品質相關理論應用與實例的探討。
本研究以鄰近服飾產業聚落所在地艋舺服飾商圈周邊的「西園 29 服飾
創作基地」為對象，從產業服務的思維探討個案為服飾產業聚落引導示範
與服務的內涵，並觀察訪客對創作基地所提供服務品質的認知與滿意度，
設計多重評量構面的量測工具以探討服務品質要素，研究方法運用
SERVQUAL 量表、Kano 二維品質模式以歸類訪客認知的服務品質屬性，以
品質特性排序法評估提出執行優先順序的建議，提出具體改善的策略。
本研究以服務品質等相關文獻理論為基礎，從訪客的角度切入，探討
西園 29 之關鍵服務品質，研究目的(1)、了解訪客對服飾創作基地之服務品
質期望與實際知覺服務。(2)、探討西園 29 服飾創作基地之服務品質因素與
構面。(3)、運用服務創新與關鍵影響因素提出建議，作為執行改善決策或
服務創新管理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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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2.1 服務品質與評量
Levitt(1972)是最早給予服務品質定義，認為服務品質是服務結果能夠
符合設定的標準；服務品質為消費者對於實際的服務感受與原來期望水準
之差異程度，服務品質好壞是由消費者主觀認定，並非客觀性的評估，技
術品質與功能性品質皆會影響企業形象，而一般傳統行銷活動會影響期望
服務，是比對期望服務和知覺服務後的結果(Grönroos,1982；Garvin,1988)。
另外，Parasuraman、Zeithamal 與 Berry(1985；1994)提出顧客期望服務品質
與實際獲得服務後之感受差距，包括傳遞服務的過程；而服務品質是服務
提供者能滿足顧客對服務期待的能力。Parasuraman et al.(1985)年提出 PZB
品質概念模式，認為顧客知覺的服務品質是由事前期望服務與知覺服務之
間差距的方向與大小而決定，是透過顧客與實際感受到的服務標準相互作
比較。Lehtinen(1991)則認為服務品質是顧客與業者之間互動過程的產物，
並採實體品質、企業品質與互動品質等三個構面來定義服務品質，認為服
務品質應從過程品質（服務過程中的感受評估）與結果品質（服務後的績
效評估）來評量。Lovelock(1991)認為服務品質是顧客享受消費過程中所得
的一種經驗。Bitner(1992)認為的服務品質是顧客對服務消費後，是否有再
次購買服務的整體態度。Etzel 等人(2001)認為服務品質是由顧客來衡量，而
顧客是以期望的服務對比實際感受到的服務來衡量服務品質。綜觀上述，
對於服務品質構面與評量之相關研究者甚多，其中以 PZB 品質概念模式發
展出 SERVQUAL 量表用來衡量服務品質，是 Parasuraman et al.(1985)年提
出，以服務品質缺口為基本概念而發展出來，用來衡量顧客對服務品質的
認 知 ， 原 作 者 (PZB,1988 ； PBZ,1991 ； PZB,1994) 進 行 多 次 重 新 評 估 ，
SERVQUAL 量表將衡量服務品質之決定構面萃取為有形性、可靠性、反應
性、信賴性與關懷性等五構面，此衡量模式為第一個有系統之衡量服務品
質之量表，修正後的量表為現階段廣受使用的服務品質衡量工具，最廣受
肯定與採用。服務品質是一項反映評價的指標，Kotler(1997)認為顧客滿意
是產品或服務相對於購買者的期望，與購買者認知表現價值之間的差距，
且滿意度是顧客知覺的感受與期望兩者間的差異。 Kotler(1999；2012；
2014)認為顧客滿意是消費者在購前期望下對產品品質的購後評價。Brady &
Cronin(2001a)認為整體認知服務品質是基於消費者對服務人員接觸、服務環
境及設施、產出結果接觸的三構面的評價。此外，顧客內心知覺的服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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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會影響顧客內心知覺的滿意程度，其服務品質就是顧客滿意度的重要指
標(Rendeiro, 2006)；另 Wagar(2008)指出執行服務前線人員所提供的服務品
質，欠缺穩健與可靠，將導致服務低落而影響經營績效。江淑芳(2002)的研究
結果說明場域所提供的產品除了有形的展示及設備外，還有無形的資訊、
知識與服務。所以服務更應重視訪客整體的感受與滿足，透過體驗所傳達
的知識絕對比深究研讀而獲的產業知識來的更深刻，並且運用良好的服務
品質衡量方法，正是提升服務品質的第一步；據上述文獻分析服務品質影響
滿意度指標與整體的績效，提升滿意度是提升產業服務的價值，本研究以服
務品質與認知滿意度之關係做探討。
2.2 服務創新
隨著產業結構轉變呈現高度服務化，服務價值的重要性大幅提升，從
附加價值觀點與產業競爭策略的角度，服務創新已經成為產業發展的重要
驅動。Tax & Stuart(1997)定義服務創新的方法可以是(1)基於現有服務系統
範圍的改變、(2)基於操作的過程和參與者的改變。Hertog(2000)提出彼此相
互影響的服務創新四個構面，包含(1)新服務概念：服務型態思維和概念的
創新、(2)新顧客介面：專注於服務提供者及顧客之間的互動介面、(3)新服
務傳遞系統：透過新的服務傳遞系統使服務更快速的傳遞，或是傳達社會
價值、(4)技術選擇帶來不同型態的創新且創造更多的商機。Betz（2003）
以基礎導向的新服務技術導入到市場服務創新。(Vang & Zellner, 2005)說明
服務創新是企業組織因改善服務及因應顧客不同的多樣化需求，進而提高
企業之產品或服務的價值。Miles(2005)定義的服務創新包括：(1)服務商品
的創新、(2)服務流程的創新、(3)服務組織的創新。另 Lusch et al. (2008)從
服務科學的觀念基礎，主張必須從傳統商品導向邏輯轉向服務導向邏輯。
Miles(2008)指出，服務創新與其創新流程呈現多樣化，有些服務業者具有
高科技製造業的特徵；服務性產品具有無實體性和互動性，這特性經常牽
涉服務性產品的產銷和消費，同時間和地點一起發生、低度可攜性、資訊
強度，是影響服務產業的創新活動。同時，Ngo & O'Cass( 2009)提到服務創
新具有卓越的創新能力特質不斷開發企業領先地位，滿足現有客戶所需，
期望創造一個新的解決方案及滿足未來新顧客所需。Caraça, Lundvall, &
Mendonça(2009)並提到流程創新是企業提昇競爭力、消費者的滿意度與掌握
市場先機，進而提高績效的手段。Danjum & Rasli(2012)說明創新活動可以
為企業創造新的顧客群體，諸如企業能更加完善滿足當前客戶的新期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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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需求。Bettencourt, Brown, & Sirianni (2013)真正服務創新重點在於將服務
解決方案轉移回客戶，真正的創新是企業必須將重點擴大到現有的服務和
服務能力之上，以足客戶的基本需求，包括客戶想要實現的工作和成果。
呂姿宜(2014)服務創新是實現再創新的服務內容或是表現在企業商業模式之
中，活動需要囊括各種領域與面向相互搭配，不僅止於如何提升企業本身
之技能，應綜觀整體要素及服務對象，才能促使成功執行服務創新活動。
2.3 Kano 二維品質模式
日本學者狩野紀昭等人(1985)提出 Kano 二維品質模式，作為業界探討
顧客心理的工具，將品質屬性分成五類品質要素構面以符合顧客的需求，1、
魅力品質要素 Attractive Quality Element（A）：該品質要素若具備時，則顧
客感到滿意；若未具備，顧客也可以接受、不會造成不滿意。2、必需(當然)
當然品質要素 Must-Be Quality Element（M）：當此品質要素充足時，顧客
會認為是理所當然，並不會帶來更高的滿意；若不充足時，即會引起顧客
不 滿 意 。 3 、 一 元 ( 線 性 ) 線 性 品 質 要 素 One-Dimensional Quality Element
（O）：當此品質要素具備時，會令顧客感到滿意；若未具備時，則會引起
顧客的不滿意。4、無差異品質要素 Indifferent Quality Element（I）：該品
質要素不論是否具備或不具備，都不會造成顧客滿意或不滿意。5 反向品質
要素 Reverse Quality Element（R）：又稱為反轉品質，當此品質要素具備
時，會引起顧客的不滿意；若未具備時，則會令顧客感到滿意。 另，
Matzler & Hinterhuber（1998）以 Kano 二維模式探討產品研發，提出歸類顧
客滿意度之改善指標、品質改善指標與品質機能展開改善之方法，為讓消
費者方便分辨所回答的選項歸類，國內外的研究者大多採用 Matzler &
Hinterhuber（1998）歸類法作為探討品質要素，其分類方式包含喜歡、理所
當然、沒有意見、可以忍受、不滿意等，其選項較容易讓受訪者接受，本
研究亦採此歸類法來探討品質要素之歸類。

三、研究方法
3.1、問卷設計
本研究探討服飾創作基地服務品質個案，觀念架構如圖 1 所示。研究
問卷設計第一階段是參考 PZB 服務品質模式五個構面，基於產業基地目的
與特性萃取出服務品質要素，共計五個構面、32 題項品質要素進行問卷前
測；為求問卷彙整的服務品質特性契合服飾創作基地的功能，將五個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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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分別與紡織服飾產業專家、業者及服飾創作基地營運單位代表進行訪
談，描述要求品質與技術的關連性，目的以探求服飾創作基地之服務品質
要項，彙整最終品質要素進行調查。第二階段研究導入 Kano 模型採用問卷
調查分析，為符合二維概念 Kano 問卷通常設計成一組正項與反項的問法，
透過問項得知某項品質要素具備或不具備時，調查受訪者當時的反應，進
行正式的問卷調查以獲得訪客品質服務認知需求與滿意度。本研究偏重以
個案實務經驗做為基礎，針對推論可能之發現，期找出服飾創作基地之關
鍵服務品質。

圖 1 研究觀念架構

3.2、抽樣設計
本研究透過西園 29 服飾創作基地(西園 29)辦理健走行銷推廣活動，期
間進行實地訪客調查，調查對象以參加健走活動並曾經到訪基地的訪客；
共發送 180 份問卷，回收 130 份，扣除問卷漏答、規律性填答、及選項皆為
同一答案等無效問卷，其中有效問卷數為 111 份進行統計分析，回收率為
85.4%。本文以便利抽樣，針對行銷推廣活動期間經到訪西園 29 的訪客為
調查對象，未依行銷推廣活動期間到訪的訪客進行隨機抽樣，此為本文研
究限制。
3.3、操作性定義
認知服務品質為消費者主觀評斷產品或服務的整體優良或傑出程度。
研究針對西園 29 的訪客進行問卷調查，以了解對產業創新基地的服務品質
預期重要度及認知滿意度，以 Kano 二維模式問卷方式，將服務品質要素加
以歸類，討論訪客重視的服務品質及管理者改善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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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訪客屬性變項:A.性別、B.職業類、C.來訪目的。
(2)、服務品質要素:參考 SERVQUAL 量表，基於服飾創作基地功能的定義
與特性，擬定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信賴性、關懷性五個衡量構面。
(3)、預期重要度:指訪客在產業創新基地對服務所預期的程度，以李克特五
點量表問卷，依等級分別給予 1~5 分，屬等距尺度之計算。
(4)、Kano 二維品質要素:本研究採用 Matzler & Hinterhuber（1998）二維品
質要素歸類法，正反面問項的二維問卷屬於次序尺度，以五種評量等級:喜
歡、理所當然、沒有意見、可以忍受、不滿意，其以有具備及無具備服務
品質要素正反兩面陳述之問題進行調查評量。本研究將整體服務品質項目
歸類為魅力品質、一元品質、必需品質、無差異品質、反轉品質，並以相
對多數人的歸類結果為準，以歸納出訪客需求的關鍵品質要素。
3.4、研究範疇與對象
本研究探討範疇服飾創作基地，透過國際產業現況資料蒐集與觀察，對促
進產業的發展與轉型確實有其重要性與趨勢；本個案選擇是鄰近台灣最早的成
衣服飾產業聚落(艋舺服飾商圈)，由政府結合紡織產業輔導計畫推動「西園 29
服飾創作基地」，是台灣唯一代表兼備引領服飾設計前瞻資訊和流行成果展示，
設置精緻示範生產線與試營運推廣，提供產業一條龍價值鏈服務的服飾創作基
地，具有其產業獨特性與代表性。本研究是透過服飾創作基地結合在地產業特
色，辦理「2016 老臺北・新亮點」西區古蹟文化巡禮健走的活動期間，調查對
象藉西園 29 提供創新服務規劃的主題性行銷活動，引導進入服飾創作基地之訪
客，讓訪客有機會了解紡織產業新知、流行趨勢與在地產業特色等，以了解訪
客對西園 29 的服務品質期待、重視程度與認知滿意度的關係，找出重要服務品
質要素及改善技術執行優先順序。
3.5、研究信度與效度
依循 Yin(2003)與 Gibbert et al.(2008)所提資料三角檢驗原則，本研究仰
賴多重證據來源採用參與式觀察、訪談、文獻資料蒐集，建立資料收集的程

序，以提升研究的信度與效度。個案並透過 2 位調查者多次實地拜訪服飾
創作基地，觀察實際提供服務的運作過程，並參與服飾基地的主題活動，
進行資料收集的收斂並達成一致，在於了解產業基地特定問題及增加觀察證
據的可性度；本研究參考 PZB 服務品質模式，運用 SERVQUAL 量表構面
與衡量項目，找出產業創新基地服務品質項目，如學者翁崇雄(1998)定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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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是某產品或服務的優良或卓越程度；同時為求正確有效探討研究個案，
本研究的前測問卷共計與八位相關人士進行焦點式訪談，(前測訪談人員詳
如附件一)，目的是針對服飾創作基地的功能與價值所提供的服務品質主題，
進行 32 項服務品質要素的重要與必要性的確認，經訪談萃取有效之意見後，
加以整理分析，修正為 28 項問卷題，完成本研究最終問卷題項設計內容(如
附件二)。經進行正式的問卷調查，結果透過 Kano 二維品質分析，建立產
業創新基地服務品質評估構面之模式與項目，透過各服務構面要素項目將
西園 29 之訪客服務品質需求轉化為服務品質技術之要求，經整合分析探求
出重要服務品質技術及服務品質改善技術執行優先順序，最後從分析結果
與觀察程序中獲得的結果，期望作為適用於產業創新基地提供單位管理與
決策參考之用。

四、研究結果與分析
針對受訪者基本資料以及 Kano 二維品質問項進行討論，其回收後統計
分析依據研究結果分析顯示如下述。
4.1.受訪者基本資料分析
受訪者基本資料分析如表一所示，1、受訪者中男女百分比分別為男性
41.4%及女性 58.6%。2、職業類別則以消費民眾 57.6%為多；3、訪客來訪
目的以主題展覽參訪與體驗消費 51.3%為主要目
表 1 基本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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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訪者性別分析:雖無過大的懸殊性別差異差別，但仍以女性 58.6%居
多。(2)職業類別分析:相關紡織產業相關業者僅 3.6%佔比最少者、消費民眾
57.6%為最多，表示西園 29 透過創新活動可以吸引非紡織產業相關的訪客
群體，增加潛在新客群的互動。(3)來訪目的分析:以主題展覽參訪與體驗消
費 51.3%為主要目的；其中訪客重視程度最低的是國際交流合作、人才培育
需求、創意設計專案合作等服務，顯然非本次受訪調查訪客之來訪的目的。
4.2、Kano 品質屬性分析
服飾創作基地服務品質調查問卷，依據 Kano 模型針對問卷的 28 項題
目進行品質要素歸類，Kano 品質屬性 28 個問項中有 12 個為一元品質(O)；
有 7 個為魅力品質(A)；有 9 個為必需品質(M)。依據歸納彙整，列舉各品質
屬性前三項重要項目做說明:
(1)、一元品質(O)屬性項目，訪客優先重視｢與訪客維持良好的互動｣、｢服
務人員對於訪客會主動服務關心｣、｢若環境(內部)有清晰方便的動線、指標
｣。(2)、必需品質(M)屬性項目，訪客優先重視｢服務人員有解決創意與設計
問題的熱忱｣、｢對訪客的抱怨回應與處理｣、｢可以提供相關紡織產業與服
飾設計資訊、研發成果等新知｣。(3)、魅力品質(A)屬性項目，訪客優先重
視｢營造具有流行時尚的商業環境｣、｢良好的產業交流與展覽推廣平台｣、｢
提供客製化的服務，滿足個別訪客不同的需求｣；本研究調查西園 29 之服
務品質的 28 個問項當中，皆沒有無差別品質(I)以及反向品質(R)之歸類。
4.3、Kano 品質滿意係數分析
根據二維品質要素歸類對應表做出西園 29 品質分類，針對資料進行
Kano 品質滿意度係數分析，透過「滿意係數」以及「不滿意係數」，找出
研究的 28 個問項，哪些是必需優先進行實施或是改善的項目，可做為西園
29 服務品質改善之指標依據。利用 Matzler & Hinterhuber（1998）提出的兩
項改善品質指標，公式如所示：
●增加滿意係數：（A＋O）/（A＋O＋M＋I）
●消除不滿意係數：（O＋M）/（A＋O＋M＋I）*-1
受訪者問卷統計分析「增加滿意係數」與「消除不滿意係數」，當係
數越接近 0，代表此品質要素影響訪客程度低。若增加滿意係數越靠近 1，
代表此品質要素若具備時，則造成訪客滿意度越大；若消除不滿意係數越
靠近-1，代表此品質要素若不具備時，則造成訪客不滿意度也越大。因此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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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增加滿意係數與消除不滿意係數作為品質改善之指標，提供產業創新基
地應該注重哪些品質要素，從指標分數接近 1 與-1 的項目優先實施或加強
改善，有助於西園 29 之服務品質的提升，Kano 品質滿意度係數分析(如附
件一所示)。本研究將服務品質問卷 28 個問項之「消費者滿意係數」以及
「消費者不滿意係數」做標示，品質改善指標的優先排序說明如下:
(1)訪客滿意係數排名前三項分別為「服務人員對於訪客會主動服務、關
心」、「與訪客維持良好的互動」、「可以提供相關紡織產業與服飾設計
資訊、研發成果等新知」。若優先進行其實施或加強，則能提升西園 29 服
務品質的滿意程度，即該項目具備時的加分程度最高。
(2)、訪客不滿意係數排名前三項分別為「所在地(外部)是方便轉乘大眾運輸
交通(捷運、公車)」、「在企劃、設計、銷售、推廣等，具有良好的執行
力」、「當訪客遇問題時，服務人員能迅速提供所需的協助」。若這些服
務項目於西園 29 缺乏時，則將會使消費者產生不滿意，即該項目不具備時
的扣分程度最高。
4.4、Kano 品質改善指標
利用「增加滿意係數」與「消除不滿意係數」構成的品質要素之四象
限圖，藉圖提供未來開發、改善消費體驗服務品質如圖 2 所示。西園 29 服
飾創作基地的品質改善指標，以品質特性排序法評估的執行優先順序，以
象限的品質要素作為服務品質改善次階段的執行決策之參考，結果顯示落
在第一象限的服務品質要素有 19、23、24、26 等四項，增加訪客滿意程度
與消除訪客不滿的程度均高，所以這些要素必須優先實施。落在第二象限
的服務品質要素有 1、2、3、4、5、21、27、28 等八項，雖增加訪客滿意
程度的幅度不大，卻可大大消除訪客不滿的程度，消極性仍可採行此項限
內的服務品質要素。第三象限的服務品質要素有 6、7、8、9、11、16、18
等七項，增加訪客滿意與消除不滿的程度均較低，因此服飾創作基地可較
不需花太多心思於這些要素上。第四象限的服務品質有 10、12、13、14、
15、17、20、22、25 等九項，若採行仍可大幅增加訪客滿意程度，因此亦
需重視此象限的品質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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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西園 29 服飾創作基地品質改善矩陣(四象限圖)

(1)、品質改善優先項目:滿足訪客產業知識需求與客製化服務
服飾創作基地以品質特性排序法提出執行優先順序的建議，若採取積極策
略，應注重第一象限、第四象限內的服務品質要素的改善，西園 29 首重優
化第一象限的品質項目是訪客最重視的，包含整合服飾產業知識、概念創
新設計思維，例如提供相關紡織產業與服飾產業設計資訊、研發成果等新
知，針對訪客提供時尚設計需求或產品方向建議，提供產業交流與商業推
廣的服務，迅速幫訪客找到合適服飾相關產品/推薦，提供客製化的服務，
落實滿足不同訪客產業知識與個人需求，絕對有助提升訪客滿意度的項目。
此表示既有訪客與潛力新客群對服飾產業新知面的需求有所期待，若加強
提供客製化需求，改善服務與解決問題，確實可大大提升訪客的滿易度，
提升服務品質績效。
(2)、品質改善次重要項目: 主動建立良好的互動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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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訪客重視程度落在第四象限之品質項目是最容易提升滿意度，並減
少不滿意程度，透過人員的互動與傳遞服務，例如西園 29 與訪客維持良好
的互動，此為第四象限離原點最遠，對訪客的服務可再加強互動，除透過
場域內的時尚流行與商品資訊交流拉近與訪客的距離外，其他服務品質如
對訪客主動服務、關心、友善、有禮貌、以解決訪客問題，提供適當服務
或產品推薦等，也是訪客重視關心，若將此類心理層面體驗的服務品質項
目優化，與訪客可有良好互動且提升滿意度。
(3)、品質需持續維持的項目: 時尚感質有形性的場域環境
最後，訪客需持續提供的服務項目，如有形性的服務品質要素包含場域內
營造的流行時尚的商業環境、設計創作的功能設備、展演的空間與內部的
動線指標，及考量訪客的最佳利益以滿足訪客的需求，這些品質要素雖然
對訪客滿意度的提昇有限，但若缺乏時訪客不滿意度相當高，西園 29 仍需
持續維持是可消除訪客的不滿意。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產業體驗教育」擴散產業知識與延伸教育價值
本研究服務品質衡量增加「教育性」構面。依據問卷設計以五大構面
進行調查，找出各項品質要素屬性歸類及其訪客的認知需求，從結果分析
調整適用的服務品質衡量模式。基於服務品質改善積極策略，應優先加強
改善第一象限與第四象限的品質要素，觀察其中 13 項服務品質要素中結果
發現，訪客認知需求特別重視在獲得產業專業知識與流行趨勢相關資訊的
教育需求特徵，如提供相關紡織產業與服飾設計資訊、研發成果等新知、
產業交流與商業推廣服務、最新產業動態消息與適當服務、提供精確、詳
盡的紡織服飾產業流行趨勢資訊、專業教育訓練與產業人才培育的服務、
服務人員具備足夠的產業專業知識以解決訪客問題等六項需求，是訪客期
望藉產業體驗教育學習獲得。
根據實證分析之結果，發現訪客對於透過參訪體驗延伸獲得產業知識
技術與流行趨勢新訊重視程度與期待需求極高，因此將原有 SERVQUAL 五
個構面增加「教育性」構面，提出修正後服飾創作基地的服務品質六構面
為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信賴性、關懷性、教育性等；建構服飾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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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之服務品質衡量模式詳如圖 3，以提供更符合訪客期待與重視的服務。
同時將修正後的服務品質六項構面，再經進行 Kano 品質滿意度係數分析詳
如圖 4，結果其中「教育性、信賴性」兩項同為訪客最感到滿意的品質屬性，
具備的程度越高，滿意度就越高，亦證實服飾創作基地新增「教育性」屬
性構面獲得支持。

圖 3 服飾創作基地之服務品質衡量模式

圖 4 服務品質(六構面)滿意係數分析

服飾創作基地以「產業體驗教育」發揮產業構成的獨特特質，包含流
行時尚設計、版樣開發生產製程與服飾行銷推廣等產業的特殊性與價值，
規劃服飾設計開發、生產製程、導覽解說與操作、觀摩學習；服飾創作基
地增進產業形象及競爭力的目標，結合產業與科技等多元主題意涵，整合
在地文化與特色資源，加強產業教育的體驗式學習，讓訪客透過服飾創作
基地參訪體驗所獲得的產業知識會更直接且更深刻，達到滿足既有客群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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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潛在新客群的服務。另修正後的服飾創作基地之服務品質六項構面，
經滿意度係數分析結果，離滿意係數原點最遠是「反應性」，彙整重點可
知良好互動、友善服務、主動協助等亦是訪客重視的重要服務品質項目。
2、建構服飾創作基地之服務創新構面
服飾創作基地以服務品質技術為核心，從服務創新的角度本研究採取
Tax & Stuart(1997)與 Hertog(2000)提出的服務創新構面相近的觀點及定義內
涵，提出建構服飾創作基地之服務創新構面詳如圖 5，作為服務創新的實務
應用參考與實踐。

圖 5 服飾創作基地之服務創新構面圖

(1)、新服務概念：整合服飾產業知識、創新設計和行銷推廣的新思維
西園29擴大服務範圍的改變，以先進設備結合技術與美學，提供產業創
新與問題的解決服務，協助業者打版製樣、產品小批量試量瓶頸，同時，服
飾創作基地以朝向差異化與特色化的經營，讓設計創意兼顧生產與商業價值，
除提供多元新銳設計師設計打樣及創作資源，加強與在地聚落產業的連結與
品牌合作擴大服務，以提高產品附加價值、促進產業升級轉型為主，呼應學
者Betz（2003）創新必須導向新產品、程序、新服務技術導入到市場，基地
提供促進產業創新、創業加速、人才培育、創新營運等服務創新的價值。
(2)、新顧客介面：提供既有與潛在新客群特性的互動服務
西園29整合在地特色與產業聚落辦理相關的推廣活動，可吸引非專業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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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訪客到訪服飾創作基地，提供產業知識與教育體驗式學習服務，吸引與發
掘潛力目標客層，如基地加強前瞻、科技應用等較吸引潛力男性訪客，設計
女性興趣的時尚美學主題活動等服務設計，是提供創新的支援服務，更是提
供顧客服飾產品與流行資訊的客製化服務設計，及與顧客交流、合作的方式，
在參與者的改變服務的過程中除滿足既有服務客群與發掘潛力新客源，從服
務對象與功能過程，正如學者Garvin(1988)指出服務品質從使用者的角度而言，
須是滿足顧客的需求，讓顧客滿意並且服務品質具高度顧客化差異，顧客有
不同的需求且顧客會參與服務提供；透過為顧客提供所需的服務，伴隨著體
驗擴散產業的知識和創新技術。
(3)、新服務傳遞系統：改變服飾產業服務傳遞、交易與互動
西園29的服務傳遞、交易與互動改變，包含應用實體與網路媒體工具，
吸引訪客前往參訪與體驗，如學者Wagar(2008)提到服務人員稱職與勝任，取
決於是否具備足夠的職能(知識、技能、態度)所提供的服務品質；Christensen
et al.(2011)企業提供服務透過組織學習能力與人才素質提升，使服務更快速傳
遞價值增強顧客滿意度與服務效度，紡拓會透過設置營運基地的組織管理與
服務人員培訓，不斷求新和求改進使服務的傳遞和與訪客間有緊密關聯；另
加強創作基地場域功能的導覽說明，擴大網路的宣傳與社群的連結，加強在
社群媒體的動態分享、結合產業業者辦理活動以增加人潮爭取曝光，改變服
務傳遞與互動，來提升訪客的滿意度與增加好感度。
(4)服務品質技術：應用服務品質技術基礎，改善與解決問題
西園29建構之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信賴性、關懷性、教育性等
六構面，作為服務品質技術構面的核心，將服務品質與整合到服務系統面，
帶來不同型態的創新。最後分別由行銷手法、分配與組織發展加以連結服務
創新四構面，構成服飾創作基地環環相扣的服務創新四構面模型。
二、管理意涵與建議
觀察國際服飾產業為打造產業創新，透過創作基地等服務模式，已蔚為
產業創新的熱潮。台灣為因應產業升級轉型的政策推動，服飾產業不該單是
強化本業技術核心競爭基礎，透過服務創新議題可謂是產業需深思熟絡的管
理策略，同時，隨著產業轉型的驅動與經濟消費的演變，新形態的「產業體
驗教育」模式帶出體驗教育需求增加，從產業知識創新兼備體驗教育學習的
新模式，漸受重視與討論。本研究實證調查結果發現，服飾創作基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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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體驗教育」的創新服務模式，將直接的產業知識、經驗、技能與價值
等提供學習，以服飾時尚設計思考及體驗行銷等角度，藉由服飾獨特產業特
質，結合產業創新技術，教育體驗提供知識性與感性的體驗活動，讓滿足既
有服務客群(服飾業者、設計師、與相關訪客等)與發掘潛力新客群的服務，有
機會透過產業創新知識化擴散與產業探索學習，為產業尋求轉型發展之新契
機；最後建議「產業體驗教育」可提供不同深度差異的客製服務，如創新發
展型、技能教育型、休閒娛樂型等不同類型產業體驗教育的服務設計，作為
服飾創作基地發展與產業轉型升級之參考。
再者，服飾創作基地發展創新的過程中，只有服務品質構面是不夠的，
不同的服務所需要的資源投入也不相同，若產業能將技術創新的觀念加上
「服務」重視的價值，應用不同的功能串連服務創新構面，以建構服飾創作
基地的服務創新構面，透過行銷活動、分配、組織能力與服務品質技術相互
配合，發揮每一個構面功能，才能真正實現服務創新，其觀念應用於產業創
新，可提高價值為產業轉型開創新機會。
在本研究實務面，致力於服務品質與服務創新的應用與實踐，除討論服
務品質、整理服務創新的相關文獻理論論述之外，特此提出服飾創作基地服
務創新模型，作為服務創新的實務應用之實踐。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在問卷設計考量產業聚落輔導服務及功能，礙於人力、時間之限制，以
西園 29 服飾創作基地作為研究範圍，後續建議可擴大調查紡織相關創作基地功
能與創新服務模式，以本研究「7+3 快速設計打樣中心與創作基地」之產業創作
基地而言，各產業的優勢與群聚經濟利益有所差異，且產業聚落有其地域性與
生產網絡特性，相關產業別涵蓋有袋包箱、鞋類、襪類、毛巾等，產業資源與
競爭力的強弱勢各有不同，創新服務品質的策略做法亦有不同；建議擴大不同
屬性的創作基地調查研究，如此獲致的結果將更切合產業實際情況，以利擬定
關鍵的服務品質要素與提升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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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前測訪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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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西園 29 服飾創作基地」之 Kano 品質屬性分析(前測與問卷品質項目)
問卷問項

屬性

( SI)

( DSI)

1.營造具有流行時尚的商業環境

(A)

0.56

-0.49

2.具有服飾設計、創作、開發相關功能與設備

(M)

0.54

-0.55

3.具有創意、多功能的展演空間

(A)

0.53

-0.52

4.具有明亮、乾淨、現代化的裝潢與設備

(A)

0.55

-0.54

5.環境(內部)有清晰方便的動線、指標

(M)

0.50

-0.57

6.所在地(外部)是方便轉乘大眾運輸交通(捷運、公車)

(M)

0.55

-0.61

7.服務人員有解決創意與設計問題的熱忱

(M)

0.49

-0.60

8.企劃、設計、銷售、推廣等，具良好的執行力

(M)

0.55

- 0.65

9.提供適當的服務、提供最新產業動態

(O)

0.57

-0.60

10.提供精確、詳盡的紡織服飾產業流行趨勢資訊

(A)

0.60

-0.58

11.訪客遇問題時，服務人員能迅速提供所需協助

(M)

0.54

-0.64

12.服務人員對於訪客會主動服務、關心

(O)

0.63

-0.59

13.服務人員友善、有禮貌的對待客戶

(O)

0.59

-0.58

14 及時對訪客問題，提出專業解決方案及適當服務

(O)

0.59

-0.57

15.與訪客維持良好的互動

(O)

0 .66

-0.63

16.了解訪客的需求，積極主動提供協助

(M)

0.57

-0.60

17.迅速幫訪客找到合適的服飾相關產品或推薦

(A)

0.60

-0.57

18.對訪客的抱怨回應與處理

(M)

0.51

-0.60

19.提供相關紡織產業與服飾設計資訊、研發成果新知

(O)

0.63

-0.52

20.服務人員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識，以解決訪客問題

(O)

0.58

-0.58

21.良好的產業交流與展覽推廣平台

(A)

0.56

-0.54

22.提供專業教育訓練與產業人才培育的服務

(O)

0.60

-0.58

23.針對時尚設計需求或產品方開發等提出建議

(O)

0.64

-0.56

24.提供產業交流與商業推廣服務

(O)

0.60

-0.56

25.試營銷售的產品具設計創新、吸引力

(O)

0.63

-0.58

26.提供客製化的服務，滿足個別訪客不同的需求

(A)

0.58

-0.49

27.重視訪客提供的意見，能持續改善以滿足需求

(M)

0.55

-0.57

28.優先考量訪客的最佳利益

(O)

0.55

-0.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