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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i restaurant motive satisfaction 

摘要

(中)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泰式連鎖餐廳消費者的消費動機與滿意度、不同背

景消費者在此消費動機與滿意度之差異、消費動機與滿意度之相關以及影

響泰式連鎖餐廳消費動機與滿意度之因素。   本研究採立意抽樣方



式，選取台北市四家泰式連鎖餐廳消費者為施測對象，共得有效樣本 377

份。研究結果顯示：泰式連鎖餐廳消費者以女性、21-30 歲、未婚者、學

生、月收入以 20001-30000 元為多；用餐頻率平均六個月一次。   消費

動機主要以便利性、媒體宣傳為主；男性消費者在媒體宣傳、便利性、產

品價格優於女性消費者；已婚消費者消費動機高於未婚消費者；女性消費

者在食品品質、衛生、服務滿意度高於男性消費者；年齡在 21-30 歲的消

費者在衛生與服務滿意度最高；教育程度以研究所以上的消費者在食品品

質、衛生滿意度高於其他教育程度者。     泰式連鎖餐廳消費者的

消費動機與滿意度具有顯著的正相關性。影響泰式連鎖餐廳消費動機的因

素為婚姻狀況和年齡。影響泰式連鎖餐廳滿意度的因素為消費動機。  

摘要

(英) 

The main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satisfaction 

and motives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atisfaction and motives of the Thai Food 

chain restaurants’ consumers with diverse backgrounds. The samples are chosen 

from a random selection that has been to any of the 4 Thai Food chain restaurants in 

Taipei. Total valid samples are 377.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jority consumers 

of the Thai Food chain restaurants are females, age between 21 to 30, single, 

student status, and monthly income between 20,001 to 30,000. The frequency to 

attain the restaurants is once every 6 months. The most important consumer motives 

are convenience and advertisement. Male consume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advertisement, convenience and price than female consumers. Unmarried consumers 

have higher motives to attain the restaurants than married ones. Female consume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food quality, hygiene, and customer service than male 

consumers. Age between 21 to 30’s consumers have the highest satisfaction from 

hygiene and customer service. Consumers who have graduated school education 

level or above are more satisfactory about hygiene and food quality. Consumer 

motives and satisfaction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in this study and the main factors 

are marital status and age. Consumer motives are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Thai 

Food Chain Restaurants’ satisfact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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