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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長久以來，銀行機構即脫離不了人們的生活，隨著產業由製造導向

（Production orientation）到行銷導向（Marketing orientation）的演變，以及

在教育的普及與全面品質管理理念的推行之下，顧客開始關切銀行機構的



服務品質，而銀行機構亦意識到服務品質將深深的影響到業務的拓展，故

而無不竭盡所能的致力於服務品質的改善，以提升整體形象。 本研究著

重在新莊地區的銀行機構，並以新莊地區的一般消費大眾為研究對象，針

對不同性質的顧客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欲發掘出目前顧客對銀行服務的

重視情形，以及其對於這些服務的感受態度。 本研究於 2001 年 4 月期

間，共發出 450 份問卷，回收 314 份有效問卷，經由研究結果顯示，不同

特性的顧客對於銀行在金融商品、服務人員、與服務環境等三方面的重視

程度有較明顯的不同；而在金融商品、服務人員、以及實體設備等三方

面，不同特性的顧客亦有不同的感受；此外，就顧客的心理層面而言，不

論是什麼類型的顧客對銀行服務的重視與滿意並無明顯差別，且其對服務

的重視程度普遍高於滿意程度。因此，綜合上述結果，本研究認為，目前

的銀行機構在服務品質的改善上仍須再努力。  

摘要

(英) 

Banking has accomplished with our life for a long time. When the industrial trend 

transfers from production-oriented to marketing-oriented, the prevalence of 

education, and the widespread concept of TQM, customers become to concentrate 

on the service quality of banking. Besides, banking also perceived that the service 

quality will deeply affect the expansion of corporation’s businesses. As a 

consequence, every banking devotes to improve their service quality and they can 

promote their reputation entirely. This study focus on the banking institute in Shin-

juang and the consumers in Shin-juang are our major subjects. We gather much 

information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customers and analysis them,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feelings of customers to banking service. For the 387 received questionnaires 

of 450 issued of this study, there were 314 useful questionnaires, which have 

eliminated 73 ineffective ones in the period of April, 2001. After analyzing these 

information, the result of research shows: First,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customers have different degree of concentration on the aspects of banking 

products, service people, and service environment in banking service. Second,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customers have different degree feelings on the aspects of 

banking products, service people, and physical facilities in banking service. In 

addition, as to psychology of customers, whichever kind of customers, they don’t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egree of concentration and satisfaction to 

banking service, and it means that customers have higher concentration than 

satisfaction on banking service. In this case, after summarizing all results, we will 

know that each banking should still do their efforts on the servic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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