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微笑，你買單？

探討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與顧客消費金額之影響：
顧客行為與情緒的中介歷程、以及交易情境線索的干
擾效果

摘要
本研究以情緒感染 (Emotional Contagion)及 M-R 環境心理模式觀點，探討服務人員
正向情緒表達如何透過顧客在服務後正向心情與停留店內時間的中介，進而影響顧客購
買金額。同時，本研究亦探究顧客購買可能性是否會分別干擾前述顧客在服務後正向心
情與停留店內時間的中介效果。
本研究採用觀察法，以高單價戶外用品品牌 (單價約為新台幣 1000~20000 元間)之
在職門市服人員及顧客為樣本對象，並採取不同來源 (觀察員、顧客)的方式收集問卷，
共計回收 202 份有效配對樣本。研究發現：(1) 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會透過增強顧客
在服務後正向心情，進而增加顧客購買金額；(2) 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會透過增強顧
客停留店內時間，進而增加顧客購買金額；(3) 顧客購買可能性越高，愈能增強服務人
員正向情緒表達透過顧客在服務後正向心情、增加顧客購買金額的中介效果；(4) 顧客
購買可能性越高，愈能增強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透過顧客停留店內時間、增加顧客購
買金額的中介效果。

關鍵字：正向情緒表達、顧客購買金額、顧客購買可能性、顧客正向心情、停留店
內時間

壹、緒論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 2016 年的統計，台灣服務業服務業占 GDP 比重達 63.15％占總
就業人數比重達 59.17％，說明服務業已成為台灣經濟活動之主體，亦說明「服務經濟」
的時代已來臨。隨著服務經濟的時代的來臨，企業必須與客戶關係更為密切，主動發掘
顧客未被滿足的需求，提出更具完整服務的體驗。近年來，服務品質日益受到重視，過
去研究探討服務品質大多著重於顧客滿意度及顧客忠誠度 (余月美，2006)。最早提出顧
客滿意度觀念的 Cardozo 認為顧客的滿意度會影響其消費行為 (Cardozo, 1965)。過去文
獻指出，第一線服務人員展現正向情緒表達會提高顧客滿意度 (Brown & Sulzer-Azaroff,
1994; Pugh, 2001; Barger & Grandey, 2006)及影響顧客消費行為 (Tsai, 2001; Tsai &
Huang, 2002)。
正向情緒表達係指服務人員在服務傳達的過程中．展現出組織所要求以及顧客所期
待的情緒 (Ashforth & Humphrey, 1993)。Rafaeli 與 Sutton (1987)指出，服務人員展現正
向情緒表達，會為企業帶來以下的利益：(一)立即利益(immediate gains)，例如：服務人
員對顧客展現正向情緒表達，進而提高顧客購買數量或金額；(二)二次利益(encore gains)，
例如：當季商品款式較不新穎，但因服務人員正向的情緒表達，使得顧客感覺滿意而願
意再度光臨消費；(三)蔓延利益(contagion gains)，例如：該店鋪的服務人員服務態度親
切友善，促使顧客推薦親友，使得更多顧客前來消費。過去研究證實，服務人員展現正
向情緒表達，會提高顧客的購買意願、再購意圖以及向他人推薦的意願等(Tsai, 2001;
Brown & Sulzer-Azaroff, 1994)。
雖然既有研究已針對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帶來的益處加以檢視，但仍有下列的問
題仍待釐清。首先，目前研究大多著重於探討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帶來的二次利益及
蔓延利益 (如：顧客回流或購買意願) (Tsai, 2001; Tsai & Huang, 2002; Brown &
Sulzer-Azaroff, 1994；莊純靜，2015)，仍較少文獻針對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帶來的立
即利益(即：立即購買金額)作檢視。雖然 Tsai (2001)與紀乃文、陳建丞 (2011)曾探討服
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與顧客購買決策的關係，但這些研究並未釐清服務人員的正向情緒
表達可否帶來更多的購買金額；既然顧客的購買金額是服務組織經營績效的主要來源
(Rafaeli & Sutton, 1987)，本研究擬針對此一議題做深入的檢視。
其次，過去文獻大多以情緒感染理論 (emotional contagion theory; Hatfield, Cacioppo,
& Rapson, 1994)做為基礎，認為顧客的正向心情應會在與服務人員的互動中受其正向情
緒表達感染，進而對服務人員的服務有較佳的評價 (如：Barger & Grandey, 2006;
Hennig-Thurau, Groth, Paul, & Gremler, 2006; Pugh, 2001; Tsai & Huang, 2002)。然而，環
境心理學或店內氣氛的相關文獻皆指出，一個讓顧客愉悅與快樂的消費情境 (如：服務
人員充份展現正向情緒)，除了讓顧客感受到正向的心情外，更可能增加顧客對環境的
趨近行為 (approach behavior)，例如：更願意停留在具有正面刺激的環境並探索該環境，
進而導致更多的購買行為 (Donovan & Rossiter, 1982; Donovan, Rossiter, Marcooly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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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dale, 1994)。但環顧現有文獻，僅有 Tsai 與 Huang (2002)的研究曾納入顧客在店內停
留的時間以衡量顧客的趨近傾向，但其研究中並未衡量顧客的購買行為與購買金額，故
服務人員的正向情緒表達，是否能夠提升顧客停留店內時間或其意願，進而對於消費金
額產生影響，依然是尚未回答的研究問題
另外，回顧過去探討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與顧客反應的文獻，僅有 Wang, Singh, Li,
Mishra, Ambrose 與 Biernat

(2017)曾針對此一影響歷程納入「顧客求知動機 (customer

epistemic motivation)」做為干擾變數、並探討於顧客求知動機的高低對於顧客在店內的
正向心情與顧客忠誠意圖的影響。然而，此一研究並未納入可能影響服務人員正向情緒
表達對顧客心情或反應的干擾變數；因此，究竟在何種狀況下，服務人員的正向情緒表
達更能/更無法帶來立即利益，仍是不得而知的。
最後，過去服務人員情緒表達的相關研究中，大多選擇提供中、低單價產品的服務
人員做為研究對象，例如：Pugh (2001)以銀行行員做為研究對象、Tsai (2001)與 Tsai 與
Huang (2002)皆選擇鞋店店員為樣本、Barger 與 Grandey (2006)則選擇咖啡或速食店店員
為對象、Hennig-Thurau 等人 (2006)則是以實驗法讓受試者模擬租借影片光碟的情境，
而 Wang 等人 (2017)則選擇餐廳、各種商店為研究場域。然而，依據 Zaichkowsky (1985)
提出的產品涉入程度的概念，顧客在購買低單價產品時，由於耗費的金額與成本較低，
在購買時的決策可能相對單純；但在購買高單價產品時，由於投入的金額與成本較高，
故顧客購買的過程中考慮的因素可能更多更複雜 (Zaichkowsky, 1986)，故過去研究發現
員工正向情緒表達的影響效果，是否可類推到提供高單價產品的服務人員？亦是尚未深
究的議題。基於上述研究的不足之處，本研究擬自以下四個角度切入，以彌補上述的文
獻缺口，並對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的文獻做出貢獻。第一，綜觀目前相關研究，大多
著重於探討二次利益及蔓延利益 (Barger & Grandey, 2006; Pugh, 2001; Tsai, 2001; Tsai &
Huang, 2002; Wang et al., 2017)，較少文獻納入顧客的立即利益 (即：顧客購買金額)做探
討，而立即利益卻是最直接影響組織利潤的重要變數 (Gabriel & Grandey, 2015)，故本
研究將蒐集顧客實際購買金額作為依變數，探討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是否能夠實際為
組織帶來獲益。
第二，過去研究大多以情緒感染的觀點，納入顧客正向情緒做為解釋服務人員正向
情緒表達到顧客態度與反應的機制 (如：Barger & Grandey, 2006; Hennig-Thurau et al.,
2006; Pugh, 2001; Tsai & Huang, 2002; Wang et al., 2017)，並未同時考慮到正向環境刺激
對於提升顧客趨近行為的可能性，故顧客在消費的過程中透過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的
刺激，除了影響其情緒外，是否能夠提升留在店內的意願及時間是不得而知的。因此，
本研究以 Mehrabian 與 Russell (1997) 的 M-R 模式做為理論架構，探討正面的消費環
境刺激 (即：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如何同時透過提升顧客的情緒反應、以及顧客對環
境的趨近行為 (停留在店内的時間)，進而影響其實際消費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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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若依據 Rafaeli 與 Sutton (1989)的情緒表達模式 (Expression of emotion)，服
務人員情緒表達對顧客的影響效果，將會受到交易當下的情境線索 (transactional cues)
而有不同。對於交易線索，顧客方面的因素扮演重要的角色 (Tan, Foo, & Kwek, 2004)，
例如顧客穿著或行為等 (Rafaeli, 1993)；故本研究擬納入顧客方面的線索為干擾變數，
以檢視其是否會影響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的效果。在交易時顧客方面的線索，本研究
擬納入「顧客購買可能性」做為干擾變數─在蔡維奇與黃櫻美 (2002)的前導研究中發現，
顧客購買產品的可能性，會反映在其是否有翻看商品、向店員詢問以及試用商品的動作
上。若服務人員察覺到顧客在接受服務人員的服務前，已然有較高的購買可能性，服務
人員將有更高的動機對有高度購買意願的顧客展現友善的情緒與服務，從而提升其正向
情緒表達的效果；反之，對於購買可能性較低的顧客，縱使服務人員展現高度親切的情
緒表達與服務，未必能夠改變顧客想法或決定購買的行為 (Rafaeli & Sutton, 1989)，故
其正向情緒表達的效果也可能隨之減弱。
最後，為針對過去情緒表達研究的外在效度做檢視，並提升結果的可類推性，本研
究研究對象將選擇國內外知名戶外用品店作為研究情境，戶外用品為高單價且具機能性
產品 (單價約為新台幣 1000~20000 元間)，與過去研究低單價商店有很大差異，故釐清
顧客購買此類高單價產品時，是否仍受到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的影響，對於服務業而
言將是非常具有價值的資訊。

貳、文獻探討
一、

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對顧客態度及行為的關係
情緒表達 (displays emotions)意旨服務人員於服務交易過程中，展現出組織所

要求的情緒之程度 (Ashforth & Humphrey, 1993)，亦即遵守組織所要求之「情緒表
達規範」 (Ekman, 1973)。情緒表達的定義分為兩個要素：一、有意圖以及需要付
出努力才能達到的行為 (Rafaeli & Sutton,1987)；二、是一種個體展現出來的行為，
其與臉部表情及肢體語言有密切之關係 (Wharton & Erickson)。過去文獻將情緒表
達分為正向情緒表達及負向情緒表達 (Rafaeli & Sutton,1987)，在服務業中，組織對
於服務人員的情緒表達，一般會要求展現微笑及親切的態度服務顧客，屬正向情緒
表達，像是微笑的頻率及強度 (Barger & Grandey, 2006)，或是展現正向表達行為，
例如：眼神接觸、招呼語、聲調等 (Tsai & Huang, 2002)。故本研究著重於探討正向
情緒表達與後果變項之關聯性。
過去研究大多支持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或其正向心情對於顧客滿意度是有
幫助的，例如，銀行員展現親切的招呼會提高顧客滿意度 (Brown & Sulzer-Azaoff,
1994)；服務人員正向情感也會影響其工作態度與服務品質，進而反應於顧客的滿
意度 (紀乃文、張火燦、黃仙麗，2012；紀乃文、陳建丞，2011；Grande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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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正向情緒表達，可提高顧客對於組織的忠誠度及服務評價 (Wang et al., 2017；
Barger & Grandey, 2006)；。另外，過去研究亦指出，服務人員展現正向情緒表達，
會影響顧客的行為意圖、提高顧客的購買意願、影響顧客的購買決策及增加推薦他
人和再購意願 (Tsai & Huang, 2002；紀乃文、陳建丞，2011； Tsai, 2001)。依據前
述學者觀點，若服務業管理者能掌握及提升服務人員展現正向情緒表達，將為組織
帶來更大的效益。

二、

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對顧客購買金額的關係：顧客在服務時正向
心情的中介效果
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與顧客購買金額的關係，可能是受到情緒感染之影響。

而情緒感染 (Emotional Contagion)意指人們與他人的互動中，無意識地藉由他人的
臉部表情、聲音語調、姿勢及肢體動作，自動捕獲他人的情緒並模仿，最後於情緒
上趨於相同的狀態 (Hatfield et al., 1994)。當服務人員與顧客的互動過程中，由於受
到情緒感染的效果，服務人員的情緒會透過服務的過程傳遞給顧客，顧客可能會因
為服務人員的臉部表情、聲音語調、姿勢及肢體動作而影響，進而感染到服務人員
展現正向情緒表達。Tsai 與 Huang (2002)認為服務人員展現正向情緒表達會透過提
升顧客正向心情，影響顧客知覺服務與知覺友善程度。可見正向情緒表達會透過顧
客正向心情的機制，影響顧客的感受。當顧客受到情緒感染的影響亦處於正向心情
狀態時，顧客對於服務會有更好的評價 (Barger & Grandey, 2006)及滿意度 (Brown
& Sulzer-Azaroff, 1994)，進而提高顧客購買的可能性及金額。過去研究亦顯示，服
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會影響顧客的購買決策 (紀乃文、陳建丞，2011)。當服務人員
展現正向情緒表達，透過情緒感染的機制，提高顧客在服務後的正向心情，而顧客
心情感到愉悅時，更有可能提高顧客想要購買的意願，相對增加購買的金額。故本
研究提出假設一如下：
H1：服務人員展現正向情緒表達會透過顧客在服務時的正向心情的中介，進而正向
影響顧客購買金額。

三、

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對顧客購買金額的關係：顧客停留店內時間
的中介效果
在消費者行為的領域中，由 Mehrabian 與 Russell (1974)提出的 M-R 環境心理

模式可得知，當顧客在店內消費時，一個使顧客感受到愉悅的環境刺激，除了可以
提 升 顧 客 的 正 向 心 情 之 外 ， 亦 能 夠 直 接 影 響 顧 客 的 趨 近 (approach) 或 逃 避
(Avoidance)行為。其中趨近行為包含：願意探索環境、欲與服務人員進行交流及對
話及願意停留較多的時間等 (Donovan & Rossiter, 1982)。依據 M-R 理論的觀點，一
個正面的環境刺激（例：正向情緒表達），可能引發顧客的趨近行為，可包含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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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1) 願意拜訪店家；(2) 願意環顧四周、探索環境；(3) 願意與服務人員交流
與溝通；(4) 願意花費更多的時間停留店內。當顧客願意展現前述行為時，相對來
說是更願意花較多的時間停留店內，故過去的研究中大多以店內停留時間作為顧客
趨近行為的重要指標 (Tsai & Huang, 2002；Spies et al., 1997)，因此，本研究亦納入
顧客在店內停留的時間，以檢視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是否會透過提升顧客的趨近
行為 (即：願意停留更久)，進而有更多的消費。
依照前述觀點，正向的環境刺激會提升顧客從事趨近行為的意願，顧客願意花
更多的時間於店內探索商品、與服務人員交流等。當顧客愈願意花較多的時間停留
店內，愈有可能透過趨近行為的動作，導致較多的購買意願或行為 (Donovan &
Rossiter, 1982; Donovan, Rossiter, Marcoolyn, & Nesdale, 1994)。
過去研究證實，顧客感受到服務人員展現正向情緒表達時，會間接影響顧客的
正向心情以及提升顧客在店內消費的時間 (Pugh, 2001; Tsai & Huang, 2002)。本研
究亦預期，當顧客願意花費較多的時間停留在店內，進行各種趨近環境之探索行為
時，服務人員即有更多的機會提供顧客更多的消費或產品資訊 (如：和顧客交流、
說明產品、解答顧客問題等)，使得顧客能夠接獲原本未能得知的相關訊息，進而
提高顧客的購買機率與購買金額；反之，當服務人員未能展現正向情緒表達，顧客
願意付出停留店內時間相對的較少，顧客將無法獲得較多的消費資訊，及無法帶來
更多的購買金額。故本研究提出假設二如下：
H2：服務人員展現正向情緒表達會透過顧客店內停留時間的中介，進而正向影響顧
客購買金額。

四、

顧客購買可能性對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與購買金額的干擾式中
介效果
除了同時檢視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影響顧客消費金額的中介機制外，本研究

亦進一步深入探討是否有情境因素可能強化/減弱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的影響效
果。首先，服務人員與顧客於交易互動過程中為直接接觸，加上兩者服務人員接觸
顧客的時間佔其工作時間的比例較高，因此相較腳色基礎規則而言，顧客方便的線
索的影響更為直接及重要 (Rafaeli, 1993)。來自顧客相關的情緒線索，可能會干擾
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與顧客購買金額的影響。
過去研究中發現，顧客購買產品的可能性會反應於顧客行為上，且其行為可作
為服務人員察覺顧客方面線索的情境資訊，進而影響正向情緒表達之效果 (蔡維奇、
黃櫻美，2002)。本研究認為，顧客購買產品可能性 (即：顧客有翻看商品、向店員
詢問以及試用商品的動作)將會透過以下兩種方式，強化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造
成的「情緒感染」效果：(1)當服務人員察覺到顧客有購買產品的可能時，服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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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預期服務此類顧客是較具有效益的 (蔡維奇、黃櫻美，2002)，故服務人員有較強
的意願與動機服務此類顧客，較能真誠地對顧客表達出友善、親切等正向情緒
(Cossette & Hess, 2012 )，而顧客亦較能在互動過程中感受到服務人員真誠地服務與
對待，進而更容易經歷到正向心情 (Barger & Grandey, 2006)、從而增加其購買的行
為與金額。反之，當服務人員判斷到顧客的購買可能性較低時，服務人員較不願意
花費多餘的心力調整情緒展現高度親切的情緒表達與服務，很可能使其情緒表達較
不真誠 (Cossette & Hess, 2012)；一旦顧客未能感受到服務人員的熱情服務，便較不
易在與服務人員互動的過程中感染到正向情緒，進而會降低其因好心情而購買商品
的可能性。(2) 另一方面，顧客若展現出看商品、向店員詢問以及試用商品等行為
時，代表顧客對於購買產品是有興趣的，也有較高的動機向店員釐清相關的資訊。
因此，對於高度購買可能性的顧客而言，其與服務人員互動與詢問的機會將隨之增
加，故服務人員有更多的機會向此類顧客展現正向情緒，而顧客也有更高的動機處
理服務人員提供的資訊與言行 (Van Kleef, 2009) ，從而創造出更多情緒感染的機會，
並影響顧客最終的消費行為。然而，若顧客購買的可能性與意願低，代表顧客缺乏
主動向服務人員詢問的動力，故服務人員透過正向情緒表達感染顧客情緒的機會也
隨之受到限制，故可能降低其效果。綜合上述機制，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3：顧客購買可能性會干擾增強服務人員展現正向情緒表達與透過顧客到店內的正
向情感的正向關係，進而增加顧客購買金額的中介效果：當顧客購買可能性愈高時，
正向情緒表達透過顧客互動後內的正向情感影響顧客購買金額的正向間接效果將
會隨之增強，反之則減弱。
同樣地，本研究認為顧客購買可能性亦會強化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所引發顧
客「趨近行為」(即：願意在店內停留更久時間)，並增加顧客購買的可能性與金額。
依據 M-R 理論的觀點，顧客接收到服務人員的正面刺激，會影響被服務時的正向
心情之外，亦有可能直接影響趨近行為 (Donovan & Rossiter, 1982)，亦即願意花較
多的時間停留店內。如同假設三的討論，對於購買可能性高的顧客而言，服務人員
預期服務此類顧客有較高的效益，有較高的服務動機對這些顧客展現更為友善、親
切的情緒 (Cossette & Hess, 2012)，故更可能讓高購買可能性的顧客感受到環境中的
正面刺激 (即：服務人員的情緒表達更加親切、友善、真誠)，更願意因此停留在店
內，提升其購買的可能性。此外，對於顧客而言，若其主動向店員釐清相關資訊，
將有更多的機會在服務人員互動的過程中，接受到來自於服務人員所提供的正面環
境刺激，進而更願意留在店內與服務人員互動。此時服務人員可以提供顧客更多的
服務及產品資訊，進而提高購買意願或行為

(Donovan & Rossiter, 1982; Donovan,

Rossiter, Marcoolyn, & Nesdale, 1994)；反之，當服務人員覺察顧客買可能性較低時，
服務人員展現較少親切的情緒表達與服務，顧客接收來自環境的刺激正面程度較低
時，即可能產生逃避行為（不願意花時間探索環境及商品、不願意與服務人員有更
多的交流與溝通）
，停留店內時間隨之減少，進而減低購買的意願及行為 (Donovan
& Rossiter, 1982)。故本研究提出假設四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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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顧客購買可能性增強服務人員展現正向情緒表達與顧客店內停留時間的正向關
係，進而增加顧客購買金額：當顧客購買可能性愈高時，正向情緒表達透過顧客店
內停留時間影響顧客購買金額的間接效果將會隨之增強，反之則減弱。

參、研究方法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與對應之研究假設如下圖 3-1。

【圖 3-1】本研究架構圖

二、

研究樣本與施測程序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員工正向情緒表達是否會透過顧客停留店內時間及顧
客到店內的正向情感進而影響其顧客消費金額，以及顧客購買可能性是否干擾員工正向
情緒表達與顧客購買行為的關係。研究樣本與施測程序，分述如下：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擇以高單價戶外用品品牌 (單價約為新台幣 1000~20000 元 間)
之在職門市服人員及顧客為樣本對象，並參考過去情緒表達文獻的方式，以觀
察法觀察門市服務人員之情緒表達、以及服務人員與顧客的互動狀況 (如：
Barger & Grandey, 2006; Tsai, 2001; Tsai & Huang, 2002; Wang et al., 2017)。
(二) 施測程序
本研究採用觀察法及問卷調查收集資料，為了減少社會期許現象 (Social
Desirability, Podsakoff & Organ,1986)，全程以匿名方式處理，並分別由觀察員
與顧客進行填答 (參表 3-1)，變數間關係沒有相同來源之問題，可避免共同方
法變異的問題 (彭台光、高月慈、林鉦棽，2006)採行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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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問卷填答來源
變數

觀察員填寫

正向情緒表達
顧客停留店內時間
購買可能性
店內氣氛
服務人員忙碌程度
顧客購買金額
顧客到店前的正向心情
顧客在服務後的正向心情

○
○
○
○
○

1.

○
○
○
招募觀察員，並進行集體訓練，教導觀察員如何觀察服務人員與顧客之互
動，以及評核之準則。

2.

完成訓練後，將進行實地蒐集資料之演練，每位觀察員完成一次演練後，
再次聚集各觀察員，相互分享及討論實地演練之心得及校正評分準則，降
低各觀察員間評分不一致之情形。

3.

觀察員以顧客的身分進入店內，其行為舉止須以自然及不影響觀察對象之
互動為主要宗旨 (Tsai & Huang, 2002)。觀察員進入店內後，開始觀察服務
人員之情緒表達及顧客之正向情感。如服務人員上前接待時，觀察員以委
婉的方式婉拒，並繼續於店內閒逛進行觀察。
顧客完成交易離開店內後，觀察員亦即隨之離開，並追上該顧客請求填寫
問卷，蒐集顧客與該服務人員互動時感受到的正向心情等資料。
最後，觀察員將店內觀察的結果紀錄於「觀察記錄表」，完成資料蒐集之
程序。

4.
5.

三、

顧客填寫

研究工具

(一) 服務人員情緒表達
本研究參考 Tsai (2001)、Barger 和 Grandey (2006)、Pugh (2001)、Tsai 和
Huang (2002)研究中所使用情緒表達之指標，整理其計分方式如下：
1. 微笑 (smiling)：評估服務人員於服務過程中展現微笑之強度，如無微笑（服
務人員戴口罩）得 0 分；最小程度的微笑（嘴角上揚，但未露齒）得 1 分；
最大程度的微笑（嘴角上揚，且露齒）得 2 分。
2. 服務人員其他正向行為：包含招呼語、眼神接觸及敬謝詞。
(1) 招呼語 (Verbal greeting)：服務人員與顧客開始交易互動時，服務人
員有向顧客說招呼語（如：您好、歡迎光臨）
，則得 1 分；若無則得 0
分。
(2) 眼神接觸 (Eye contact)：服務人員與顧客進行交易的過程中，服務人
員的眼神有直接注視著顧客，則得 1 分；若無則得 0 分。
(3) 致謝詞 (Verbal farewell)：服務人員與顧客結束交易互動後，服務人
員有向顧客致謝（如：謝謝光臨、歡迎您下次再來），則得 1 分；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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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則得 0 分。
上述指標若服務人員表現任何一項指標即得 1 分，最高分得 5 分，分數採
個別加總，所得分數為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之分數。分數愈高分，即代表正
向情緒表達程度愈高；反之，則代表正向情緒表達程度低。此量表之 Cronbach's
α 值為.590，略低於學者們建議之.70 水準。其可能原因為：幾項情緒表達的指
標的同質性並不高 (Cortina, 1993)，代表服務人員不一定會同時展現正向情緒
表達的四個指標，可能在每次的互動中只展現其中幾項，導致題項間的相關較
低、進而使信度略低 (Tsai, 2001)。
(二) 顧客購買金額
本研究依變項為顧客購買金額衡量方式是在顧客當下消費後，自顧客處獲
取客觀的消費數據資料 (Chi, Grandey, Diamond & Krimmel, 2011)。觀察員於交
易結束後，請顧客填寫問卷時一併填寫消費金額數據，並邀請顧客拿出消費發
票核對金額數字，以確保顧客填答消費金額之準確性。
(三) 停留店內時間
本研究採用參考 Tsai 和 Huang (2002)的方式，請觀察員以手機的計時器測
量顧客實際停留在店內的時間，當顧客踏入店內便開始計時，而顧客離開店的
時候結束計時，此一變數以分鐘為單位 (Mean = 16.78；SD = 16.57)(分鐘)。
(四) 顧客在服務後的正向心情
在 Tsai 和 Huang (2002)的研究中，乃是以四個題目衡量顧客的正向情感：
滿足感 (contented)、興奮感 (excited)、高興 (pleased)和滿意 (satisfied)。然而，
為避免顧客填答正向心情時與滿意度混淆，故將滿足與滿意兩個題項移除，僅
採用興奮感 (excited)、高興 (pleased)兩個題項。此部分量表以 Likert 四點尺度
的計分方式，請顧客回憶服務人員服務後感受程度 （興奮感及高興程度最高
為 4 分，最低分為 1 分）。此兩種指標之 Cronbach's α值為.906。
(五) 購買可能性
本研究參考蔡維奇、黃櫻美 (2002)針對顧客前期購買意願的衡量方式，以
兩個題項加以衡量。然而，蔡維奇、黃櫻美 (2002) 此兩個題項是於鞋店情境
所發展，不確定可否直接套用於戶外用品店，故本研究在正式施測前，先詢問
戶外用品店之店主管以下兩個問題：一、您是否能判斷，顧客在進入店的時候，
有沒有想買的意思？還是他只是想逛逛？二、能否請您說明，您是如何判斷的？
並請其評估蔡維奇、黃櫻美 (2002)的指標可否有效判斷顧客購買的可能。經討
論後，幾位店主管一致認為以下的行為有助於分辨顧客購買的可能性，故使用
此兩個行為加以衡量之：
顧客是否主動詢問店員尺寸、價格、顏色等。
顧客是否有試穿的動作。
若顧客無上述之行為得 0 分；若有則得 1 分。本量表兩個指標之 Cronbach's
α值為.499，可能是此兩類行為較為獨立 (即：從事一者不一定同時會從事另
一行為)，導致行為間的相關度較低而降低信度 (Cortina, 1993)。但此量表仍具
有意義，因兩項指標皆反映出部分購買可能性之概念，Nunnally 與 Bernstein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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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提及，若衡量指標能反映出欲探討之概念，則其異質性於測量中仍具合
理性。
(六) 控制變數
本研究為了避免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與顧客購買金額的關係存在其他
因素造成，故納入控制變數進行統計分析。控制變數如下：店內氣氛、顧客到
店前正向情感、忙碌程度。過去研究證實店內氣氛會提升服務人員的正向情緒
表達 (蔡維奇、黃櫻美，2002；Tsai, 2001; Tsai & Huang, 2002)，且店內氣氛亦
即影響顧客心情 (Donovan, Rossiter, Marcoolyn and Nesdale,1994)。依據環境心
理學 M-R model 的觀點，店內氣氛為正面的環境刺激，顧客亦有可能會受到店
內氣氛的影響，進而產生趨近或逃避行為 (Donovan & Rossiter, 1982)。本研究
採用 Yoo，Park 與 MacInnis(1998)衡量店內氣氛，題項共計四題，例題如：
「燈
光明亮程度」
，由觀察員觀察後填答，以李克特三點尺度量表計分 (1 = 昏暗的；
5 = 明亮的)，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為.613 略低於學者們建議之.70 水準，可
能原因為幾項店內氣氛指標的同質性並不高 (Cortina, 1993)，不一定會同時出
現店內氣氛的四個指標，導致題項間的相關較低、進而使信度略低。
其次，顧客的情緒反應了到店前的正向心情及最近的購買經驗 (Holbrook
and Gardner, 2000)，代表著顧客到店前的情感會影響到店後的情感反應。本量
表參考 Tsai 和 Huang (2002)，採用興奮感 (excited)、高興 (pleased)兩個題項。
此部分量表以 Likert 四點尺度的計分方式，請顧客回憶兩個面向在到店前的感
受程度（興奮感及高興程度最高為 4 分，最低分為 1 分）。此兩種指標之
Cronbach's α值為.84。
最後，Rafaeli 與 Sutton (1989)指出店內忙碌程度會影響服務人員在服務
的過程中，決定表現何種情緒。當服務人員忙碌程度高時，無法兼顧每一位顧
客的需求，可能會減少正向情緒表達的展現，顧客一旦感受到服務人員的正向
情緒表達較少時，可能會影響顧客的正向心情及願意停留店內的時間。故本研
究控制針對店內氣氛、顧客到店前正向情感及忙碌程度加以控制。本研究參考
Pugh (2001)衡量服務人員忙碌程度的方式，由觀察員紀錄店內顧客人數作為忙
碌程度衡量依據，顧客人數愈多，則代表服務人員忙碌程度愈高。

四、

資料分析方法

首先，本研究使用 LISREL 8.54 軟體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以檢視各變數之題項是否與理論模式適配良好、因素結構是否符合
預期；其次，以 Hayes (2013)發展的 PROCESS 程式分析檢定假設 1 及假設 2。模
式評估方面，本研究使用χ2/df、與適配度指標 (GFI、AGFI、NFI)、平均概似平
方誤根係數 (RMSEA)來檢視模式適配度。
其次，在假設 3、4 所提出的干擾式中介效果，屬於干擾中介模式前半段的「第
一階段干擾式中介」 (first-stage moderated mediation；亦即，中介效果必須先存在、
且中介效果會隨著干擾變數干擾自變數與中介變數間的關係，進而產生改變) (Liu,
Zhang, & Wang, 2012)。故在假設 1 及假設 2 確認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透過店內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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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時間、顧客到店內正向情感，影響顧客購買金額的效果存在、且假設 3、4 確認
服務人員忙碌程度與顧客購買可能性的干擾效果存在後，本研究再以 Hayes (2013)
發展的 PROCESS 程式 (model 7)，進一步檢定前述中介效果，是否會因為服務人
員忙碌程度及顧客購買可能性程度高低，而有差異。Hayes 所開發出的程式能計算
出干擾變數在高 (平均數加一標準差)、低 (平均數減一標準差)程度下，自變數透
過中介變數影響依變數的間接效果量、以及透過拔靴法計算而得的 95%信賴區間，
可得到更精確的估計效果。

肆、研究結果
一、

各變數間之敘述統計與相關係數

為瞭解本研究各變項間的相關程度，並檢視是否有全距受限之情況發生，本研
究針對預測變項、結果變項及控制變相進行相關分析，其相關係數矩陣各變數之平
均數、標準差、相關係數以及信度如表 4-1 所示。由表 4-1 可知，正向情緒表達與
顧客購買金額呈現正向關係 (r =.301, p < .01)。另外，顧客停留時間與購買金額亦
呈現顯著正向關係 (r = .702, p < .01)。顧客在服務後的正向心情與購買金額呈顯著
正向關係 (r = .466, p < .01)。
【表 4-1】本研究各主要變數之敘述性統計與相關係數矩陣
變項名稱

M

SD

1

2

3

4

5

6

7

1.

正向情緒表達

.89

.33

(.590)0

2.

顧客購買金額

3020.96

6583.03

.301***

3.

顧客停留時間

16.78

16.57

.378**

.702**

-

4.

顧客到店前正向情感

3.66

.65

.153**

.231**

.207**

(.840)0

5.

忙碌程度

2.52

1.69

-.243**

.150**

-.057**

.136**

-

6.

顧客在服務時正向心情

3.47

.88

.471**

.466**

.443**

.282**

.187**

(.906)0

7.

購買可能性

.74

.35

.328**

.298**

.360**

.184**

.054**

.309**

(.499)

8.

店內氣氛

2.70

.31

-.150**

.078**

-.040**

-.102**

.199**

.088**

-.0230

-

註：信度值位於對角線之括號中；*p < .05、**p < .01；N = 217。

二、

8

驗證性因素分析

為驗證本研究衡量模式之適配度以及各研究工具之收斂效度，本研究先針對各
主要變數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以檢視各題項與構念間的關係是否符合理論預期
(Bagozzi, Yi, & Phillips, 1991)。本研究以兩個模式來進行測量，並分析與比較各個
模式的適配度，由於本研究的數個變數為透過觀察法記錄而得的客觀數字 (如：店
內停留時間、忙碌程度、購買金額)，故驗證性因素分析僅針對正向情緒表達、顧
客在服務後正向情感、顧客到店前心情、店內氣氛與購買可能性此五個變數進行分
析其適配指標。分別為：四因素模式 (將顧客在服務後正向情感、顧客到店前心情
合併為同一個因素)、以及五因素模式 (即本研究所提之假設模式)，各模式的驗證
性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4-2 所示。結果顯示，本研究之五因素模式 (正向情緒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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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客在服務後正向情感、顧客到店前心情、店內氣氛與購買可能性)的配適度指標
分別為：χ2/df =1.364、NFI = .823、GFI = .939、AGFI = .904、RMSEA= .04，除
NFI 略低於標準，各指標均符合學者們所建議的標準 (即： /df 值應小於 3、NFI、
GFI 與 AGFI 之值應大於 .90、RMSEA 值應小於 .05)（邱皓政，2003)，且各指標
數值皆優於四因素模式，顯示本研究假設所提出之五因素模式為較合適的模式，整
體而言，本研究收集資料與理論模式之適配度尚可接受。
【表 4-2】各模式之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
2

∆χ2

∆ df

GFI

AGFI

NFI

RMSEA

模式

χ2

df

χ /df

四因素
模式

137.683

71

1.940

-

-

0.911

0.868

0.730

0.0684

五因素
模式

91.40

67

1.364

46.283

4

0.939

0.904

0.823

0.0426

註：∆χ2 表兩個模式的卡方值之差；∆df 表兩個模式的自由度之差。

三、

假設檢定

(一) 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與顧客購買金額的關係：店內停留時間及顧客到店內的
正向情感的中介效果
為驗證假設 1-2，本研究採用 Hayes (2013)發展的 PROCESS 軟體
(http://www.processmacro.org/)，透過 1000 次拔靴法 (bootstrapping)，以估計在
干擾變數的數值為高 (平均數加一個標準差)、平均、以及低 (平均數減去一個
標準差)時，自變數透過中介變數影響依變數的間接效果為何、以及間接效果
的 95%信賴區間；若 95%信賴區間不包括 0，代表此間接效果是顯著的。
PROCESS 軟體的驗證結果，如下表 4-3 所示。由表 4-3 可知，服務人員正向情
緒表達透過提升顧客服務後的正向心情，間接影響購買金額的間接效果為
3642.89，其 95%信賴區間介於 1989.6433~6327.3656 之間，不包括 0，故假設
1 獲得支持。同樣的，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透過提升顧客店內停留時間，影
響購買金額的間接效果為 3611.20，其 95%信賴區間介於 2250.3971~5426.6957
之間，亦不包括 0，故假設 2 獲得支持。
(二) 顧客購買可能性對於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透過顧客在服務後正向心情、店內
停留時間影響顧客購買金額的干擾式中介效果
本研究使用 PROCESS 軟體驗證假設 3、4，由表 4-3 干擾效果可知，在排
除控制變數及自變數與干擾變數的主效果後，顧客購買可能性顯著正向地干擾
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與顧客在服務後正向心情的關係 (b = 1.05, p < .05)；為
更清楚呈現其干擾作用的型態，本研究參考 Aiken and West (1991)的作法，繪
製顧客購買可能性與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之交互作用圖(參圖 4-1)。由圖 4-1
可知，當顧客購買可能性較低時，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與顧客到店內正向情
感仍為顯著正向關係 (simple slope = 1.24, p < .01)；然而，當顧客具有高度購
買可能性時，此正向關係將隨之更強 (simple slope = 1.97, p < .01) ，符合本研
究預期，故進一步以 PROCESS 軟體計算干擾式的中介效果 (參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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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中介及干擾效果檢定表
路徑

估計值

標準誤

P值

1.87**
27.06**
957.75
272.91**

.32
6.54
522.35
22.52

.0000
.0001
.0682
.0000

1.05*

.45

.0218

21.52*

9.17

.0199

95%信賴區間

直接效果
正向情緒表達→顧客在服務後的正向心情
正向情緒表達→停留店內時間
顧客在服務後的正向心情→購買金額
停留店內時間→購買金額
干擾效果
正向情緒 x 購買可能→顧客在服務後的正
向心情
正向情緒 x 購買可能→顧客停留時間
間接效果
正向情緒表達→顧客在服務後的正向心情
→購買金額
3642.89
（假設 1）
正向情緒表達→停留店內時間→購買金額
3611.20
（假設 2）

1027.29

(1989.6433, 6327.3656)

813.29

(2250.3971, 5426.6957)

控制變數
店內氣氛→顧客在服務後的正向心情
.31
.16 .0569
店內氣氛→停留店內時間
.52
3.29 .8737
店內氣氛→顧客購買金額
1322.98
1359.93 .3319
顧客到店前正向心情→顧客在服務後的正
.22**
.08 .0059
向心情
顧客到店前正向心情→停留店內時間
顧客到店前正向心情→顧客購買金額
忙碌程度→顧客在服務後的正向心情
忙碌程度→停留店內時間

3.21*
1.61 .0477
1175.11
665.85 .0792
.21**
.09 .02
2.28
1.73 .18
*p<.05, **p<.01；係數皆為未標準化迴歸係數，故可能有係數大於 1 或-1 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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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顧客購買可能性對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與顧客在服務後正向心情關係之干
擾效果
由表 4-4 可知，當顧客購買可能性較低時 (-1SD)，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
透過顧客在服務後正向心情、進而增加顧客購買金額的間接效果為顯著
(2637.5550; 95%信賴區間介於 864.2139～5188.4141 之間，不包括 0)；當顧客
具有高度購買可能性時 (+1SD)，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透過顧客在服務後正
向心情、進而增加顧客購買金額的間接效果顯著增加(4648.2075; 95%信賴區間
介於 2691.4684～8010.4875 之間，不包括 0)。基於前述，顧客購買可能性高時，
確實會顯著提升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透過顧客在服務後正向心情、顧客購買
金額產生的正向中介效果，故假設 3 獲得支持。
【表 4-4】顧客購買可能性表達對於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透過顧客在服務後
正向心情、影響顧客購買金額的干擾式中介效果
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顧客在服務後正向心情→購買金額
干擾變項
顧客購買
可能性

條件式間接
效果

標準誤

拔靴法後
95%信賴區間

低(-1SD)

2637.5550

1070.7125

（864.2139，5188.4141）

平均數

3629.5021

813.2877

（2250.3971，5426.6957）

高(+1SD)

4648.2075

1274.8125

（2691.4684，8010.4875）

至於假設 4，本研究則預期顧客購買可能性則會干擾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
達透過顧客店內停留時間、對顧客購買金額產生的正向中介效果。為檢視研究
假設 4，本研究同樣採用 PROCESS 軟體驗證進行假設檢定，其結果詳列於表
4-3 與表 4-5。由表 4-3 干擾效果的驗證部份，本研究發現在排除控制變數及自
變數與干擾變數的主效果後，顧客購買可能性仍可顯著正向地干擾服務人員正
向情緒表達與顧客店內停留時間的關係 ( b = 21.52, p < .05)。本研究一樣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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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ken and West (1991)的方式，繪製顧客購買可能性與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之
交互作用圖 (如圖 4-2)。由圖 4-2 可知，當購買可能性較低時，服務人員正向
情緒表達與顧客店內停留時間為正向關係 (simple slope = 14.06, p < .01)；然而，
當購買可能性較高時，此正向關係則被進一步加強 (simple slope = 28.99, p
< .01)，符合本研究的預期，故亦以 PROCESS 軟體計算干擾式的中介效果 (參
表 4-5)。

【圖 4-2】顧客購買可能性對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與顧客店內停留時間關係之干擾效
果
由表 4-5 可知，當顧客購買可能性較低時 (-1SD)，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
透過顧客店內停留時間、進而增加顧客購買金額的間接效果為顯著 (1572.188;
其 95%信賴區間介於 102.0873～3415.2712 之間，不包括 0)；然而，當顧客具
有高度購買可能性時 (+1SD)，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透過顧客在服務後正向
心情、進而增加顧客購買金額的間接效果明顯增加(5650.2029; 95%信賴區間介
於 3494.0051～8050.2138 之間，不包括 0)。基於前述，顧客購買可能性確實會
顯著強化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透過顧客店內停留時間、顧客購買金額產生的
正向中介效果，故假設 4 獲得支持。
【表 4-5】顧客購買可能性表達對於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透過顧客店內停留
時間、影響顧客購買金額的干擾式中介效果
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顧客店內停留時間→購買金額
條件式間接
效果

標準誤

拔靴法後
95%信賴區間

低(-1SD)

1572.1881

801.0796

（102.0873，3415.2712）

平均數

3629.5021

813.2877

（2250.3971，5426.6957）

高(+1SD)

5650.2029

1202.0171

（3494.0051，8050.2138）

干擾變項
顧客購買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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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

理論貢獻

過去探討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大多針對正向情緒表達對於顧客的態度及反
應，以及組織的二次利益及蔓延利益造成的影響加以探究。本研究透過下列面向延
伸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文獻的發現，並對服務管理的領域做出以下貢獻：(1) 同
時整合顧客情緒歷程、行為於模式中，並以顧客在服務後正向心情與店內停留時間
做為解釋上述影響立即利益（顧客購買金額）的機制；(2) 從交易當下情境顧客方
面線索的觀點探討顧客購買可能性對於正向情緒表達影響顧客在服務後正向心情
與店內停留時間的干擾效果；(3)高單價店家展現正向情緒表達亦可為組織帶來利益。
以下分三個小節，討論本研究的理論貢獻：
(一) 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會透過情緒感染歷程及趨近行為的歷程提升顧客購買
金額
本研究結果發現：當服務人員展現正向情緒表達時，會同時透過提升顧客
在接受服務時的正向心情、以及增加顧客店內停留時間的雙重機制，進而增加
顧客購買的金額。相較於過去正向情緒表達的研究，大多以情緒感染理論做為
基礎 (如：Barger & Grandey, 2006; Hennig-Thurau et al., 2006; Pugh, 2001; Tsai
& Huang, 2002; Wang et al., 2017)，認為顧客的正向心情應會與服務人員的互動
中受其正向情緒表達感染，進而對服務人員的服務有較佳的評價。本研究同時
整合環境心理學 M-R 理論的觀點，並發現顧客的趨近行為 (在店內停留的時間)
也是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可以引發的重要歷程。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即使
控制了顧客到店前的心情、以及另一個重要的正向刺激 (即：店內氣氛)，服務
人員正向情緒表達依舊能顯著地提升顧客接受服務的正向心情、以及停留店內
的時間，進而增加購買金額，代表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的影響效果確實有其
獨特性。
(二) 顧客購買可能性對於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影響效果的增強角色
此外，本研究亦發現，正向情緒表達雖然會透過提高顧客在服務後正向心
情與顧客店內停留時間兩種歷程影響顧客購買金額，但其影響強度，將會因顧
客購買可能性的程度而有不同。顧客展現出可能購買的行為，可能同時對服務
人員或顧客本身有下列的意涵：(1) 對於服務人員而言，展現出詢問、試用產
品的顧客，會被認定成有高度購買可能、具有預期效益的顧客 (蔡維奇、黃櫻
美)；在此狀況下，服務人員有較高的動機展現出更真誠的正向情緒，可能因
此使顧客感受到服務人員提供好的服務，顧客在服務時的正向心情及停留的時
間也隨之提升 (Pugh,2001；Tsai & Huang, 2002)，進而增加其購買金額；(2) 從
顧客的角度而言，高購買的可能性反應了其對產品資訊以及向服務人員詢問的
動機、有更多的機會跟服務人員互動，故服務人員的正向情緒有更多的機會傳
遞給顧客；而當顧客接收到更多環境中給予的正面刺激（亦即正向情緒表達），
會願意停留店內更多的時間 (Donovan & Rossiter, 1982) ，進而增加其購買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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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高單價店家展現正向情緒表達亦可為組織帶來利益
過去服務人員情緒表達的相關研究中，大多選擇提供中、低單價產品的服
務人員做為研究對象 (Pugh, 2001; Tsai, 2001; Tsai & Huang, 2002; Barger &
Grandey , 2006; Hennig-Thurau et al., 2006; Wang et al., 2017)。本研究為針對過
去情緒表達研究的外在效度做檢視，並提升結果的可類推性，研究對象選擇國
內外知名戶外用品店作為研究情境，戶外用品為高單價且具機能性產品 (單價
約界於 1000~20000 間)。研究結果發現，對於高單價產品的服務人員而言，展
現正向情緒表達，仍是能使顧客購買更多的策略。
整體而言，本研究對正向情緒表達領域的主要貢獻，在於以情緒感染理論
及 MR 理論的觀點，釐清正向情緒表達是透過何種機制 (how and why)影響顧
客購買金額，以及在何種狀況下 (when)能增強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所帶來
之顧客實際購買金額。本研究發現對於服務管理與實務界的意涵，將於下一節
討論之。

二、

管理意涵

基於上述研究結果發現，本研究進一步提出以下建議供企業參考。
(一) 透過教育訓練加強員工正向情緒表達的能力
第一線服務人員為企業的重要門面代表之一，顧客對企業的第一印象常取
決於所接觸的服務人員其服務品質是否良好（紀乃文、陳珮綺、陳宥吟，2015），
身為兩者間之橋樑，服務人員帶給顧客的服務及感受為重要關鍵代表性。服務
人員展現正向情緒表達會提高顧客滿意度 (Brown & Sulzer-Azaroff, 1994；
Pugh, 2001；Barger & Grandey, 2006)及影響顧客消費行為 (Tsai, 2001；Tsai &
Huang, 2002)，亦可為組織帶來利益 (Rafaeli & Sutton, 1987)。服務人員展現正
向表達可帶來前述的優點，故建議服務業可以透過教育訓練、實際模擬法、角
色扮演或個案教學法，以加強服務人員的正向情緒表達之能力，以協助服務人
員展現出組織所要求的情緒表達規範。
(二) 強化服務人員對於顧客購買可能性的知覺
本研究結果發現，顧客購買可能性會增強服務人員展現正向情緒表達與顧
客在服務後正向心情及顧客店內停留時間之關係。因此，建議組織可以透過有
經驗的服務人員或店主管的教導，提升服務人員對於顧客購買可能性的知覺，
即可針對有購買可能性的顧客，提供更完整的服務資訊，進而增加購買金額。
(三) 服務人員薪酬制度連結顧客購買金額
本研究結果證實，服務人員展現正向情緒表達可提高顧客購買金額，亦即
為組織帶來更多獲益。建議組織可以針對每一筆消費金額，設計一套完善的獎
酬制度，當服務人員為組織帶來獲益 (Rafaeli & Sutton, 1987)，組織可提供的
回饋將與其成正比。透過激勵方式，服務人員也更能夠展現符合組織期待的情
緒表達規範，間接的為組織創造更大的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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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限制

(一) 顧客購買可能性並未由服務人員填答
本研究為避免共同方法變異的問題 (彭台光、高月慈、林鉦棽，2006)，分
別由觀察員與顧客進行填答。為了不影響組織營運上的考量，且降低服務人員
於工作時的困擾，本研究未請服務人員填答，故無法獲得服務人員個人相關的
資訊。顧客購買的可能性雖由觀察員使用客觀之指標作填答，但若能夠由服務
人員衡量此變數，作為觀察員與服務人員兩者交互比對，或許更能夠確認兩者
間的一致性。
(二) 並未納入顧客特質或關係特性為干擾變數
在干擾變項的部分，本研究採用顧客購買可能性作為主要的變數之一，研
究結果發現顧客購買可性確實能增強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對於顧客購買金
額的正面影響。本研究建議未來研究可以納入更多的干擾變數探討，服務人員
與顧客間的關係是雙向影響的 (蔡維奇、黃櫻美，2002)，顧客與服務人員的社
會關係因子因素有可能會干擾正向情緒表達與顧客行為的關聯性 (Wang et al.,
2017)，例如：服務人員與顧客間的關係強弱。服務人員與顧客具有較強的關
係連結，可能會減弱服務人員展現正向情緒表達與顧客購買金額的正向關係，
顧客與服務人員關係愈好時，顧客會不那麼在意服務人員的情緒展現，縱使服
務人員展現低程度正向情緒表達，顧客並不會對於服務人員有負面評價，因為
好的關係會緩解顧客對於服務人員的服務品質評價。

四、

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延伸過去在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領域之研究，探討服務人員展現正向
情緒表達對顧客購買金額的影響機制，並探討顧客購買可能性對於中介機制的干擾
效果。本研究亦提出下列建議，供未來相關研究者延伸此系列文獻時之參考。
過去研究大多著重於探討服務人員正向情緒表達帶來的二次利益及蔓延利益
(Tsai, 2001；Tsai & Huang, 2002；Brown & Sulzer-Azaroff, 1994；莊純靜，2015)，
本研究納入立即利益 （即：顧客購買金額）
，以更完整地探究正向情緒表達可能為
組織帶來的利益。前述變數主要著重於正向情緒表達為組織帶來的利益，而本研究
建議，未來研究可以在員工面的後果變數上多加著墨，服務人員展現正向情緒表達
除了為組織帶來利益之外，對於服務人員本身是否會造成影響呢？ (例如：服務人
員正向心情、留任意願等)，找出更多可能的變數進行深入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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