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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行動通訊的普及，銀行業者紛紛提供行動銀行服務，以期提升服務品質與顧客

滿意度，惟國內消費者使用行動銀行的比率顯著低於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為了解現行行

動銀行服務的不足，本研究基於電子化服務品質模型與資訊系統成功模型，發展行動銀

行服務品質架構，共提出 7 項品質構面與 22 項品質屬性，其後運用重要性-績效分析法，

就使用者的觀點，分析行動銀行服務品質之重要性與績效表現，從而提出改善行動銀行

服務品質之建議。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共獲得 152 份有效樣本，分析結果顯示使用者最重視的前三

項行動銀行服務構面依序是「隱私性」、「履行」及「可用性」，配合績效表現結果，

持續維持系統可靠運作的「可用性」是現行行動銀行最須優先改善的服務品質。另一方

面，「回應性」與「聯絡性」的重要性雖不及前述三項，但卻是品質缺口最大的服務構

面，屬於潛在威脅項目，顯示當行動銀行發生失誤時，現行備援機制的即時性與有效性

仍遠低於使用者的期望，亦是有待改善的服務屬性。本研究結果可作為金融業者發展與

改善行動銀行服務品質策略之參考。 

 
關鍵詞：行動銀行、電子化服務品質、資訊系統成功模型、重要性-績效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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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銀行服務品質缺口之研究 

壹、 緒論 

行動銀行係指客戶使用行動裝置透過行動網路進行如：帳戶查詢、轉帳、繳費等相

關銀行業務(黃興進等 2013)。台灣最早可追溯自 1999 年富邦銀行與台灣大哥大合作推

出第一個行動銀行服務開始，然而直到 2007 年美國蘋果電腦公司推出 iPhone，掀起智

慧型手機熱潮，以智慧型手機為基礎的行動應用程式(Mobile App)成為重要的行動商務

平台，行動銀行服務才真正為台灣金融業重視。 

隨著行動裝置的普及和無線網路科技的進步，行動商務已成為金融業發展的重要場

域，行動銀行更被視為銀行開拓行銷通路的絕佳利器。根據 2014 年 10 月 6 日工商時報

的報導，透過網路或行動銀行的交易成本是臨櫃交易成本的三十分之一(彭禎伶 2014)，

藉由智慧型手機的貼身、隨時隨地、不受時間空間限制的特性，延長了銀行的服務時間，

真正實現 24 小時全天候服務，更能節省實體通路的建置成本。行動銀行業務範圍不僅

能涵蓋銀行、保險以及證券等範疇，同時更可透過共同行銷、資訊交叉運用及產品組合

等策略，提供消費者更加便利的整合性服務，在此趨勢之下，行動銀行可望成為銀行與

顧客重要的互動平台之一，提供顧客更多元且優質的金融服務。 

為了避免錯失服務顧客的機會，金融業者紛紛投入發展行動銀行，然而國內消費者

採用行動銀行的比例仍然不高，根據金融系統解決方案廠商優利系統(Unisys)於 2016 年

的調查報告，台灣仍有相當多的消費者選擇親上銀行辦理業務，行動銀行的使用率表現

比不上香港、菲律賓等其他亞太地區消費者(謝至恩 2017)。此外，從銀行營運的角度而

言，如果客戶增加使用行動銀行進行交易，則銀行投資於發展行動銀行的人力、物力和

金錢等成本方能有較佳的投資報酬率(Lee and Chung 2009)。因此，了解現行行動銀行服

務的不足，增進消費者採用行動銀行的意願，成為金融業者關注的重要議題。 
顧客導向的基本原則是，企業在打造新產品前，應該先了解顧客需要什麼。為能提

升消費者使用行動銀行的意願，必須從顧客的角度了解現行服務品質的缺口，以能正確

地投入資源，有效地彌平品質缺口，提升使用意願與滿意度。基於上述原則，為從顧客

角度了解現行行動銀行服務的不足，本研究基於服務品質的觀點，結合電子化服務品質

模型(e-Service Quality Model)及資訊系統成功模型(Information System Success Model)，

發展行動銀行服務品質架構，應用重要性-績效分析法(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透過問卷調查蒐集樣本資料，探討攸關使用者滿意度的行動銀行服務品質缺口，

藉以提供金融業者改善行動銀行服務的建議。 

貳、 文獻探討 

一、 服務品質 

對於「服務」一詞，許多學者提出不同的詮釋，Crosby (1979)認為服務是一種無形

的經濟活動、具有抽象且不易捉摸的觀念。Lovelock (1979)認為服務是附加於產品之上，

以產生產品的效用與價值。Juran (1986)則認為服務是「為他人完成的工作」。綜合上述

學者對於服務的見解，可以將其歸納為，服務是為他人付出心力完成的一種抽象、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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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濟活動，並為商品創造附加的價值。Gronroos (1982)認為品質是實際知覺感受與期

望表現兩者之間的差距。結合服務與品質發展出「服務品質」概念，Garvin (1983)認為

服務品質是一種主觀認知的價值，Churchill and Suprenant (1982)認為服務品質為接受服

務前的期望與服務後實際感受的比較，即服務品質是一種主觀認知的概念，由消費者本

身事前的期望與親自感受實際服務水準間差距的認知。 

由於服務品質不像實體商品易於評量其品質的優劣，Parasuraman et al. (1985)提出

一套服務品質概念模式，簡稱「PZB 模式」，透過以銀行業、信用卡公司、證劵經紀商、

產品維修公司等四種服務業管理者的深度訪談，另一方面對消費者進行集體訪問進行實

證研究，該模式由五個服務品質缺口所組成，認為決定顧客對於服務品質的滿意與否，

必須減少五項缺口的差距。並從中歸納出「可靠性」、「反應性」、「勝任性」、「接

近性」、「禮貌性」、「溝通」、「信任性」、「安全性」、「有形性」、「瞭解顧客」

等十個構成「服務品質」的主要因素，主張這些因素形成消費者對於服務品質的認知。

而後 Parasuraman et al. (1988)再一次針對多種行業進行研究，經由因素分析方法縮減為

「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保證性」以及「關懷性」等五個品質構面之

SERVQUAL 服務品質量表。 

二、 電子化服務品質 

SERVQUAL 量表已廣泛使用於實體接觸服務的研究，用以探討人際接觸的服務品

質議題。然而，隨著網路虛擬世界的快速擴張，線上接觸逐漸成為重要的服務方式。由

於線上接觸與實體接觸模式有相當的差異，因此，Parasuraman et al. （2000）進一步提

出電子化服務品質（E-Service Quality, E-SQ）量表，認為電子化服務品質係是促進網站

效率、提升購物效益與服務傳遞的速度。Li et al. (2002)則定義電子化服務品質是以網站

技術為基礎，促進線上溝通的效能。Santos (2003)認為電子化服務品質是消費者對於線

上服務卓越程度與品質的整體評價。綜合上述，可以定義電子化服務品質為「透過資訊

科技，以更有效率及效益的方式提供服務給消費者，而消費者給予該服務的整體評價」。 

延續 Parasuraman et al. (1985)的概念，Zeithaml et al. (2002)提出電子化服務品質概念

模型，其包含「資訊」、「設計」、「溝通」與「履行」四個缺口，前三者發生在供應

商端，於網站設計、營運及行銷過程中，共同影響消費者端的履行缺口。為了降低缺口，

Zeithaml et al. (2002)經由探索性焦點討論法及兩階段的實驗資料，找出七項影響電子化

服務品質的因素。Parasuraman et al. (2005)再次修訂 E-SQ 量表，共歸納出七項構面，以

衡量顧客對於網路交易服務品質的感受，其中「效率性」、「履行性」、「可用性」、

「隱私性」四項構面稱為「核心的電子化服務品質」 (E-Core Service Quality； 

E-S-QUAL)，用以衡量顧客知覺的網站服務品質；「回應性」、「補償性」、「聯絡性」

三個構面則稱為「復原的電子化服務品質」(E-Recovery Service Quality；E-RecS-QUAL)，

用以衡量當顧客遇到問題或非例行性情況時之網站服務品質。 

三、 資訊系統成功模型 

DeLone and McLean (1992)提出了資訊系統成功模型，用來概念化及操作「資訊系

統成功」的觀念。此模型主要是根據 Shannon and Weaver (1971)的溝通研究以及 Mason 

(1978)的資訊影響理論，並引證了 180 篇學術論文，經整理後提出以下六個資訊系統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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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指標：「系統品質」、「資訊品質」、「使用」、「使用者滿意」、「個人的影響」

以及「組織影響」。「系統品質」為產出資訊的資訊系統本身之必要特徵。「資訊品質」

為研究資訊產出的必要特徵，如：正確性、意義性以及即時性。「使用」為接收者對資

訊輸出的使用情形。「使用者滿意」為接收者對輸出資訊使用的反應。「個人影響」為

資訊對接收者的行為所產生的效果。「組織影響」為資訊對組織績效所產生的效果。此

模型主要的貢獻有：一、對於使用於文獻中許多資訊系統成功的指標提供了分類的機制;

二、對於各個衡量指標間的相互關係，提出一個時序及因果關係的模式;三、提出評量

過程中攸關的利害關係人群體(蔡宗宏等 2006)。 

DeLone and McLean (2003)進一步修正部份的原始資訊系統成功模式，以符合網際

網路環境下，電子商務系統的特性，模型中加入「服務品質」(service quality)要素，用

以衡量資訊系統供應方的支援程度與維護能力。模式中主張「系統品質」、「資訊品質」

和「服務品質」三者共同影響「使用意願」及「使用者滿意度」，最後以「系統使用」、

「使用者滿意度」與「淨效益」之間的反饋關係作為資訊系統的成功指標。 

資訊系統成功模型廣泛應用於探討各式資訊系統成功因素的研究中(Delone and 

McLean 2003, 2004)，包括：ERP 系統、政府公部門資訊系統、會計資訊系統、醫療系

統、決策管理系統、電子商務網站、商業智慧系統、知識管理系統等(熊杏華等 2012)。

在後續多項實證研究中，證實資訊系統成功模型的解釋力相當高，因此普遍認為對驗證

一般資訊系統的成功，提供了相當適切的構念指標與因果模式(McGill et al. 2003)。針對

多數研究在應用資訊系統成功模型時，配合探討之資訊系統特性而修正模型，DeLone & 

McLean (2003, 2004)認為基於研究目的及使用者的差異，不同的資訊系統其成功模式必

定存在某些差異，因此並不反對配合研究情境修正模型。 

四、 重要性-績效分析法 

Martilla and James (1977)提出 IPA 法，用以分析機車品質屬性，將產品/服務屬性之

「重要性」與「績效表現」的平均得分繪製成一個二維矩陣圖形，「重要性」是指消費

者的重視程度；「績效表現」是指消費者對屬性表現的知覺，藉由二維矩陣圖形中各屬

性落點的相對位置來分析消費者對於產品/服務屬性的偏好程度與績效水準，依據顧客對

產品或是服務屬性的評價作為改善服務品質的參考。Matzler, et al. (2004)指出 IPA 可協

助管理者確認有助於達成顧客高滿意度結果之產品/服務屬性。IPA 是一項簡單且有效的

服務改善工具，可作為服務業改善服務品質與行銷決策的依據(Hansen and Bush 1999)。 

針對 IPA 的應用，首先是列出產品/服務項目屬性，並發展成產品/服務品質調查問

卷，讓使用者針對這些屬性分別在重要性與績效水準兩方面評定等級。接著分別計算屬

性之重要性與績效表現平均數，以建立重要性績效之二維矩陣圖。矩陣橫軸為績效水

準，縱軸為重要性，橫軸與縱軸之中心線是各產品/服務項目屬性之績效水準與重要性的

總平均值。橫軸與縱軸之交叉形成四個象限，每項服務屬性在各項象限的位置分布，代

表各種不同的管理意義與發展策略。第一象限：繼續保持區(Keep up with the good 

work)，落於在此象限的屬性屬於顧客重視程度與提供者績效表現皆高於所有屬性總平

均值的情況，這些屬性項目是公司競爭優勢所在，應持續保持優勢且加以行銷推廣。第

二象限：加強改善區(Concentrate here)，此象限屬於顧客重視程度高於但是提供者績效

表現低於屬性總平均值的情況，落於此象限的產品/服務項目是公司必須優先關注且應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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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改善的項目。第三象限：低順位區(Low priority)，指顧客重視程度與提供者績效表現

皆低於屬性總平均值以下的情況，屬於低改善優先順序的項目。第四象限：供過於求區

(Possible overkill)，又稱為過度重視區，是顧客重視程度相對較低但是提供者績效表現

高於屬性總平均值的區塊，應減少投注資源於該象限之項目上。 

參、 研究方法 

本研究架構如圖一所示，基於 IPA 法分別就重要性與績效表現發展服務屬性構面與

衡量方式，之後針對所得之樣本資料分析使用者對於行動銀行服務屬性重要性與績效表

現認知，分別評定所列行動銀行服務屬性之重要性與績效水準等級，建立服務屬性重要

性-績效之二維矩陣圖，依據二維矩陣圖形中各服務屬性落點的相對位置，提出行動銀

行服務品質改善之建議。有關行動銀行服務屬性，研究中結合 Parasuraman et al. (2005)

之電子化服務品質構面與 DeLone and McLean (2003)之修正後資訊系統成功模型三項品

質構面，比較二者各品質構面之定義，由於 DeLone and McLean(2003)提出之「系統品

質」係指系統是易於使用且可靠的，與 Parasuraman et al. (2005)的「系統可用性」、「效

率」構面意義相似，另外，「服務品質」係指服務人員即時回應顧客問題與處理問題的

能力，與 Parasuraman et al. (2005)提出的「回應性」意義相似。考量行動銀行特性後，

本研究提出七項行動銀行服務屬性構面，各構面定義如表 1 所示，並依 Parasuraman et al. 

(2005)與 DeLone and McLean(2003)之問卷發展各構面之問項，共計 22 個衡量問項，依

此設計行動銀行服務屬性重要性問卷與服務屬性績效表現問卷，各問項採李克特(Likert)

七點尺度衡量。 

本研究以使用過行動銀行之使用者為研究對象，選定國內某銀行之行動銀行使用者

為樣本來源，該銀行自 2013 年推出行動銀行服務，不限該行客戶下載使用，行動銀行

功能包含：帳務及一般生活便利資訊查詢、轉帳、繳費及基金交易等。本研究採用立意

抽樣法進行問卷調查，於該銀行營業據點招募符合資格之受調者，以過濾無使用過行動

銀行經驗者，提升資料蒐集的速度。 

 

 

圖 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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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行動銀行服務品質構面 

構面 定義 參考資料 

效率 能快速連上行動銀行並以最短時間找到目標

商品/服務及資訊。 
Parasuraman et al. (2005)
E-S-QUAL 量表 

履行 正確執行行動銀行服務承諾。 

系統可用性 行動銀行功能持續正常運作不會中斷服務。

隱私性 行動銀行資訊安全程度與對個人資料保護的

信任感。 
回應性 行動銀行能即時且正確地回應顧客問題。 Parasuraman et al. (2005)

E-RecS-QUAL 量表 
聯絡性 行動銀行提供多種的聯絡管道。 

資訊品質 行動銀行資訊內容是容易了解的、符合個人

興趣的且完整的。 
DeLone and McLean 
(2003)  

肆、 資料分析 

問卷調查期間自 2018 年 1 月 15 日開始為期二週，共發出 202 卷，有效樣本率為

75.2%。分析各項基本資料顯示：在性別方面，男性有 90 人(59%)，女性有 62 人(41%);

在年齡方面，30~39 歲占比最高(56%)，其次是 20~29 歲(18%);與該銀行往來時間 1~5

年者比例最高(36%)、其次依序為 10 年以上(28%)與 5~10 年(24%);超過半數受調者持有

該銀行的信用卡(56%);在使用行動銀行頻率部分，平均一個月一次的占比最高(43%)、

其次分別是平均一周一次(32%)、平均一天一次(16%)、平均半年天一次(8%)。 

信度分析用以衡量測量結果的一致性與穩定性，本研究利用 SPSS 統計套裝軟體計

算問卷各構面的信度表現。採用 Cronbach’s α值檢測信度，依 Nunnally (1978)建議此數

值在 0.7 之上時屬於高信度。問卷檢測結果顯示各項重要性與績效構面之 Cronbach’s α

值介於 0.75-0.92 之間，表示本研究各構面具有良好的信度。内容效度是指所選量表的

各個問項是否能夠代表所要测量的内容或主题，本研究之問卷題項乃依據Parasuraman et 

al. (2005)之電子化服務品質構面與 DeLone and McLean (2003)之修正後的資訊系統成功

模型三項品質構面，配合本研究目的進行修正，以符合行動銀行之服務屬性，問卷初稿

並經由專家學者進行適切性評鑑(assessment of content validity and relevance)。因此，本

研究問卷應具備內容效度。在收斂效度部分，各重要性與績效構面因素負荷量皆大於

0.7，接著進行各構面 AVE 值的計算，各重要性與績效構面之 AVE 值介於 0.55~0.84，

均大於 0.5 的標準值。綜合以上結果，可判定本研究變數之衡量問項具有收斂效度和區

別效度。 

IPA 分析是將服務項目屬性之「重要性」與「績效表現」的平均得分繪製於一個二

維矩陣圖形，藉由二維矩陣圖形中各點的相對位置來分析產品服務屬性的改善優先性。

本研究服務品質問卷問項平均得分如表 2 所示。IPA 分析法利用各項屬性的重要性與績

效表現之平均得分，繪製各個屬性在重要性與績效表現構成的二維圖形上的分佈位置，

以呈現受調者心中對於行動銀行服務的認知情形。在繪製 IPA 矩陣時，本研究參考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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珮等(2012)之作法，求取服務屬性重要性以及績效表現兩個面向的總平均值，分別為 6.09

及 5.51，作為劃分象限的參考線(crosshairs)，並輔以 45o 線來呈現缺口分析的結果（即

落在 45o 線左上方為績效表現低於重要性；右下方為績效表現高於重要性的項目）。 

表 2 行動銀行服務品質重要性與績效表現平均值 

構面 構面重要性平均值 構面績效表現平均值 

效率 6.07 5.49 

履行 6.14 5.80 

系統可用性 6.10 5.41 

隱私性 6.32 5.78 

回應性 6.03 5.37 

聯絡性 6.03 5.09 

資訊品質 5.88 5.66 

總平均值  6.09 5.51 

針對各服務品質構面進行 IPA 分析，結果如表 3 與圖 2 所示，各象限之服務品質構

面說明如下。 

表 3 行動銀行服務品質構面所屬 IPA 象限  

構面 象限 象限屬性 

履行(S2) 1 
繼續保持區 

隱私性(S4) 1 

系統可用性(S3) 2 加強改善區 

效率(S1) 3 

低順位區 回應性(S5) 3 

聯絡性(S6) 3 

資訊品質(S7) 4 供過於求區 

一、 落在第一象限之服務品質構面 

在此象限的服務屬性屬於顧客重視程度與提供者表現皆高於屬性總平均值的情

況，IPA 分析結果共有二個構面落在此象限，分別為「履行(S2)」與「隱私性(S4)」，

表示顧客在「正確執行服務承諾」與「交易安全程度與個人資料保護」方面相對重視且

較其他服務屬性績效更好。不過圖 1 顯示這兩項服務屬性皆落在 45 度線左上方，代表

目前的表現水準尚未符合顧客的期望，存在改善的缺口，所以即使這兩項構面的績效表

現高於服務屬性總體平均水準，尚需要進一步提升其績效水準，以符合顧客的期望。 

二、 落在第二象限之服務品質構面 

此象限屬於顧客重視程度高但是提供者表現程度低的情況，圖 1 顯示「系統可用性

(S3)」落在此象限，即顧客認知「行動銀行功能可持續正常運作」較其他服務屬性的表

現差，此項構面亦落在 45 度線左上方，表示本項目的績效不僅相對低於服務屬性總體

的平均表現，亦低於顧客的期望，是必須立即投入資源首要改善的行動銀行服務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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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落在第三象限之服務品質構面 

此區域是顧客重視程度與提供者表現程度皆低於總平均值的情況，IPA 分析結果共

有三個構面落在此象限，分別為「效率(S1)」、「回應性(S5)」與「聯絡性(S6)」，表示

相較於前述三項服務屬性，顧客對「能快速連上網站並以最短時間找到目標商品及相關

資訊」、「即時回應顧客問題與問題處理回應機制」與「提供多種聯絡溝通管道」的重

視度相對較低，然圖 1 顯示三項屬性皆分布在 45 度線左上方，代表這三項構面表現程

度亦低於顧客的期望，因此，雖然相對於「履行」、「隱私」、「系統可用性(S3)」三

項服務屬性，使用者對此三項構面的重視度較低，當資源有餘裕時，還是應投入資源改

善績效，以能符合使用者的期待。 

四、 落在第四象限之服務品質構面 

此區域是顧客重視程度相對低但是提供者卻表現程度相對高的區塊，IPA 分析結果

共有一個構面落在此象限，即為「資訊品質(S7)」，表示行動銀行在「網頁的內容是容

易了解的、符合個人興趣的、安全且完整的」方面表現程度相對其他服務屬性好，但重

視性不及第一與第二象限區的服務屬性，從圖 1 中可發現本構面亦位在 45 度線左上方，

顯示存在缺口，即其表現低於顧客期望，因此，行動銀行仍有改善資訊品質的需要，惟

改善的急迫性較其他服務屬性為低。 

圖 1 行動銀行服務品質構面 IPA 分析圖 

伍、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針對行動銀行服務屬性，結合 Parasuraman et al. (2005)之電子化服務品質量

表與 DeLone & McLean (2003)之修正後的資訊系統成功模型，歸納出本研究七個行動銀

行服務品質構面並發展衡量問項，利用 IPA 法探討使用者對於行動銀行服務屬性重要性

與績效表現的認知，並輔以 45o 線來呈現缺口分析的結果，進而提出改善行動銀行服務

品質之建議。 

45 度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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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提出之七大服務品質構面，共包含 22 個問項，各問項其重要性之平均值

皆大於 4 分(3 分以下表示不重要)，顯示本研究之七大構面與 22 問項皆屬於重要之行動

銀行服務品質衡量指標。透過 IPA 分析法的探討，各服務屬性構面皆落於 45 度線左上

方，代表七項行動銀行服務品質皆存在服務缺口。進一步就各服務屬性所屬的象限區間

分析，第一象限為行動銀行之繼續保持區，此區之服務屬性為行動銀行之競爭優勢所

在，對應表 2 結果，意味屬於此區的「履行」與「隱私性」攸關行動銀行之競爭優勢，

在存在服務缺口的情況下，資訊部門不僅應維持既有服務水準，尚須進一步探究缺口原

因，以滿足使用者對正確與安全完成交易與個人資訊保障的期望。 

落於象限二的「系統可用性」屬於加強改善區，相對其他服務屬性，此區域為顧客

相對重視，但實際表現卻相對劣於其他服務屬性的項目，因此，此區域為最優先投注資

源進行改善的標的。從 45 度線缺口分析亦可發現，在七項缺口中，「系統可用性」缺

口值為第三高，意味「行動銀行功能維持正常運作不會中斷」相當不符使用者期望，應

列為行動銀行最優先改善的服務項目。 

落於象限三的「效率」、「回應性」及「聯絡性」，雖然重要性相對較「履行」與

「隱私性」及「系統可用性」三個構面低，但是經由 45 度線缺口分析可發現「回應性」

及「聯絡性」為缺口值最高的前兩項，有可能成為潛在的威脅，因此當資源允許時，還

是有必要改善此兩項服務的績效，以符合顧客期望，惟改善的優先等級可以較低。 

最後是落於象限四的「資訊品質」，使用者對於「資訊內容切合需求與容易閱讀」

相較於「履行」與「隱私性」及「系統可用性」的重視程度低，反映使用者對行動銀行

交易面的需求高於資訊面的需求。再就 45 度線缺口分析觀察，此構面雖存在缺口，但

缺口值為七項構面中最小者，意味現行行動銀行資訊品質雖仍有改善空間，但改善優先

性相較於其他六項服務項目為低。 

綜合上述分析，針對行動銀行之改善，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議：提升「系統可用性」

是目前行動銀行最須優先提升績效的服務屬性，提供快速流暢且穩定的行動交易體驗是

銀行業者應優先投注資源、改善服務品質的領域。其次是增進使用者對於行動銀行「履

行」與「隱私性」品質的認知，此兩項攸關行動銀行的競爭優勢，為持續維繫服務優勢，

業者仍有必要進一步提升績效，彌平品質缺口。「回應性」與「聯絡性」屬於復原的電

子化服務品質項目，使用者對其重視度相對較前述幾項服務構面為低，然而回應性與聯

絡性的高缺口值，意味此兩項服務屬性為行動銀行品質的潛在威脅，在資源允許下，業

者應設置備援機制，以防範自動化科技發生失誤時，系統能快速為使用者提供有效的服

務補救。目前行動銀行資訊品質雖仍存在缺口，但重要性低於總體平均值，績效表現高

於總體平均值，建議業者在資源有限時，可優先著眼於其他服務品質構面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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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identify and evaluate the attributes of mobil banking 

service. Based on e-SERVQUAL and the DeLone and McLean Mode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Success, seven important dimensions consisting of 22 attributes were presented for 

using mobile banking service. Following this, a sample of 152 users is asked to evaluate on 

the importance and performance of mobile banking service attributes in a detailed 

questionnaire. By using the 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 technique, final 

tabulated results were presented in a two-dimensional grid to show the strength and weakness 

of the mobile banking service variables being identified.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service 

quality model incorporating with IPA provides a useful technique for evaluating service 

attributes in relation to mobile banking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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