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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論文題目：親子體驗對家長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相關研究 系所名稱：

天主教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余采羚 指導教

授：李青松 論文頁數：96 關鍵詞：親子體驗、滿意度、忠誠度 本研究主

要目的在瞭解親子體驗、家長滿意度與忠誠度的情形與關聯，並進一步

探究親子體驗對家長滿意度與忠誠度的解釋情形。 本研究以曾經到過臺



北市、新北市、桃園、新竹、台中、高雄等親子餐廳且同行孩子年齡在 8

歲(含)以下之家長為研究對象，使用問卷調查法，採用「親子體驗量

表」、「家長滿意度與忠誠度量表」作為研究工具，有效問卷共計 325

份。以結構方程式、描述性統計、信度分析、t 檢定與單因子變異數、皮

爾森積差相關及階層迴歸等統計方式進行分析。 主要的研究發現：家長

在親子餐廳中的親子體驗感受屬中等偏高程度，其中以「沉浸體驗」最

高，而「學習體驗」為最低。家長知覺的整體滿意度及忠誠意願為中等

偏高程度。而家長教育程度對親子體驗有差異，家長性別對家長滿意度

有差異，其中父親的滿意度高於母親。親子體驗感受為影響家長滿意度

與再次造訪及推薦他人意願的主要考量之一，當親子體驗愈正向，其家

長滿意度與忠誠度就愈高。而親子體驗中的「學習體驗」此向度最影響

家長推薦他人的意願。根據研究結果建議父母應學習適時的加入孩子遊

戲，在陪伴幼兒遊戲時應多一些語言、肢體的情感交流，以增進親子互

動關係。建議親子體驗場域業者也能針對「學習體驗」部分提供相關的

活動，吸引家長再度造訪與推薦他人。  

摘要

(英) 

Abstract Aiming at understanding Parent-Child Experience, Parents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and the correlations, this study tends to further discuss the explanation 

of Parent-Child Experience towards Parent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With 

Questionnaire Survey, parents with the kids under the age of eight who have visited 

family restaurants in Taipei City, New Taipei City, Taoyuan, Hsinchu, Taichung, 

and Kaohsiung are studied with Parent-Child Experience Scale and Parent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Scale. Total 325 valid copies are analyzed with Structural 

Equation, Descriptive Statistics, Reliability Analysis, t-test and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the parents present moderate Parent-

Child Experience in family restaurants, in which Immersion Experience appears the 

highest while Learning Experience the lowest perception. The perceived overall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is moderate, where parent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reveals effects on Parent-Child Experience, parent gender shows effects on Parent 

Satisfaction, and fathers appear higher satisfaction than mothers do. The perception 

of Parent-Child Experience is the major consideration for Parent Satisfaction, 

Revisit, and Recommendation for Others. The more positive Parent-Child 

Experience presents the higher Parent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and, Learning 

Experience appears the highest effects on Recommendation for Other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it is suggested that parents should learn to join in 

children’s games and accompany kids playing games with more languages and 

physically emotional exchange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parent-child interaction. It is 

also suggested that businesses in the field of Parent-Child Experience should 

provide activities related to Learning Experience so as to attract parents’ revisit 

and recommendation for others. Keywords： parent-child experience, satisfaction, 

roy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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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105208 Y2013.M7.D13 9:19 112.104.65.131 M chfa2502 Y2013.M7.D13 9:55 

112.104.65.131 M 400105208 Y2013.M7.D15 11:59 112.104.65.131 M 400105208 

Y2013.M7.D15 13:48 163.20.242.148 M 400105208 Y2013.M7.D15 13:48 

163.20.242.148 M 400105208 Y2013.M7.D15 13:51 163.20.242.148 M 400105208 

Y2013.M7.D15 23:53 112.104.65.131 M chfa2502 Y2013.M7.D16 8:03 

140.136.186.73 M chfa2502 Y2013.M7.D16 8:03 140.136.186.73 M 030540 

Y2013.M7.D16 8:32 140.136.208.64 I 030540 Y2013.M7.D16 8:32 

140.136.20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