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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目的：本研究透過以系統的概念和十個關鍵領域提出發展服務系統
福祉的總體概念。
設計/方法：服務系統福祉的不同領域是經由多層次理論和質性案例
研究設計建立。為了驗證領域最初的發展文獻，本研究在兩個案例
研究中進行了19次深度訪談，這些案例代表醫院和多元零售商特許
經營鏈中的服務系統。以多元利害關係人為基礎來探討參與者對服
務系統福祉的觀點。使用演繹法分類、分析並確定了服務系統福祉
的關鍵領域。
結果：調查結果發現：服務系統利害關係人的10個主要福祉領域
，即策略、治理、領導力、資源、社群、社交、合作、文化，存在
和變革。
研究局限性/意義：服務系統福祉是一個集體的概念，包括在服務系
統中出現不同等級的10個領域。這些主張描繪了領域的分類和相互
聯繫不同的領域。本探索性研究是在有限的服務範圍內進行，並著
重於10個關鍵領域。
實務意義：商業和社會組織中的服務管理者能夠應用服務系統福祉
的概念來識別其中的差距，並在不同領域中培育不足的福祉。
原創性/價值：本研究基於多層次理論，是第一個概念化服務系統福
祉並探索跨多元參與者的研究。

中文關鍵詞： 服務系統，集體，福祉，多元利害關係人

英 文 摘 要 ： Purpose: This study develops a concept of service system
well-being by presenting its collective conceptualisation
and ten key domains.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Service system well-being
domains were established using multi-level theory and a
qualitative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To validate the
domains initially developed from the literature, 19 in-
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across two case studies
that represented the service systems of a hospital and a
multi-store retail franchise chain. A multi-stakeholder
approach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actor’s perspectives
about service system well-being. Key domains of service
system well-being were identified using deductive
categorisation analysis.
Findings: The findings found evidence of 10 key domains of
well-being, namely, strategic, governance, leadership,
resource, community, social, collaborative, cultural,
existential and transformational, among service system
stakeholders.
Research limitations/implications: Service system well-
being is a collective concept comprising 10 domains that
emerged at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service system. The
propositions outlin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and inter-
linkages between the domains. This exploratory study was
conducted in a limited service context and focused on 10
key domain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Service managers in commercial and
social organisations are able to apply the notion of
service system well-being to identify gaps and nurture
well-being deficiencies within different domains of
service-system well-being.
Originality/value: Based on multi-level theory, the study
is the first to conceptualise and explore the concept of
service system well-being across multiple actors.

英文關鍵詞： service system, collective, well-being, multi-stakeh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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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keywords)(五百字以內) 

目的：本研究透過以系統的概念和十個關鍵領域提出發展服務系統福祉的總體概念。 

設計/方法：服務系統福祉的不同領域是經由多層次理論和質性案例研究設計建立。為了

驗證領域最初的發展文獻，本研究在兩個案例研究中進行了19次深度訪談，這些案例代

表醫院和多元零售商特許經營鏈中的服務系統。以多元利害關係人為基礎來探討參與者

對服務系統福祉的觀點。使用演繹法分類、分析並確定了服務系統福祉的關鍵領域。 

結果：調查結果發現：服務系統利害關係人的10個主要福祉領域，即策略、治理、領導

力、資源、社群、社交、合作、文化，存在和變革。 

研究局限性/意義：服務系統福祉是一個集體的概念，包括在服務系統中出現不同等級的

10個領域。這些主張描繪了領域的分類和相互聯繫不同的領域。本探索性研究是在有限

的服務範圍內進行，並著重於10個關鍵領域。 

實務意義：商業和社會組織中的服務管理者能夠應用服務系統福祉的概念來識別其中的

差距，並在不同領域中培育不足的福祉。 

原創性/價值：本研究基於多層次理論，是第一個概念化服務系統福祉並探索跨多元參與

者的研究。 

 

關鍵字：服務系統，集體，福祉，多元利害關係人 

 

Abstract 

Purpose: This study develops a concept of service system well-being by presenting its 

collective conceptualisation and ten key domains.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Service system well-being domains were established using 

multi-level theory and a qualitative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To validate the domains initially 

developed from the literature, 19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across two case studies 

that represented the service systems of a hospital and a multi-store retail franchise chain. A 

multi-stakeholder approach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actor’s perspectives about service system 

well-being. Key domains of service system well-being were identified using deductive 

categorisation analysis.  

Findings: The findings found evidence of 10 key domains of well-being, namely, strategic, 

governance, leadership, resource, community, social, collaborative, cultural, existential and 

transformational, among service system stak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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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limitations/implications: Service system well-being is a collective concept 

comprising 10 domains that emerged at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service system. The propositions 

outlined the classification of, and inter-linkages between the domains. This exploratory study 

was conducted in a limited service context and focused on 10 key domain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Service managers in commercial and social organisations are able to 

apply the notion of service system well-being to identify gaps and nurture well-being 

deficiencies within different domains of service-system well-being. 

Originality/value: Based on multi-level theory, the study is the first to 

conceptualise and explore the concept of service system well-being across 

multiple actors.  

 

Keywords: service system, collective, well-being, multi-stakeh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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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內容與成果說明 

緒論 

改善個人福祉最近已成為服務研究的主要原則 (e.g., Ostrom, Parasuraman, Bowen, 

Patricio, & Voss, 2015)。學者特別想了解服務系統中的不同參與者如何共同創造或共同破

壞價值，以及價值與福祉改善之間的關聯。結果，新興的研究潮流 (e.g., Mende & Van 

Doorn, 2015; Sweeney, Danaher, & McColl-Kennedy, 2015) 將重點放在發展個人層級的知

識（行為、對客戶/服務的態度和看法），以促進服務系統中個人的福祉。儘管有這些知

識，但以個人層級的研究方法卻很狹窄。很少有研究考慮到那些可能影響共同創造/破壞

個人福祉的社會結構和系統特徵。因此從更廣泛的背景去看此議題是必要的，其中個人

的服務系統與主體之間本質上是相互關聯、依存的。換句話說，服務系統可以被看作員

工、社群和消費者的組成是嵌入在系統中不同的層級（即宏觀、中觀和微觀），並且被認

為他們之間有相互關係、共享一個共同的命運 (Subramony, 2017)。在此背景下，本研究

的目的是更深入的理解服務系統福祉的集體觀念。 

服務系統也被稱為價值創造系統，是一種包括人員、技術和資訊在內的資源安排 

(Spohrer, Anderson, Pass, & Ager, 2008)。服務系統的功能是使用其自身的資源和他人的資

源嵌入在系統中，以改善其群體的福祉。因此，只要個人、團體、組織、公司和政府採

取行動，以相互互惠的方式分享資源並與他人合作，都可以構成服務系統的一部分，並

共同行動、共同創造價值。有關福祉的文獻 (e.g., Diener, Suh, Lucas, & Smith, 1999) 建議

人們通過生活中不同領域，例如：工作、社會和個人領域評估個人福祉。這些評價部分

評估了資源的可用性，以達到滿足特定領域中人們所期望的福祉水平需求 (Diener et al., 

1999; Headey & Wearing, 1991)。 

服務系統代表了較宏觀的社會背景縮影，且是評估嵌入角色群體福祉的分析單位，

它刻畫了價值創造的特徵，以研究社會文化背景，同時，它反映了嵌入在系統不同層次

中多個參與者的相互依賴，以及過程和邏輯之間的相互關係，可作為實現中群體和個人

福祉實現的資源。服務系統是一種掌控環境的系統，所有參與者都為彼此之間的利益而

共同創造價值 (Martela, 2014)，對群體的整體關注展現了多個參與者之間的互動，來培養

更具變革性的福祉 (Subramony, 2017)。對福祉採取整合性的研究方法對於了解個人與群

體福祉之間的現狀至關重要，這有助於設計服務價值主張，從而改善個人或群體的生活

品質，或制定福祉介入措施，以刺激有助於社會福祉的行為。 

很少有研究對福祉有深入的了解。學者通常將重點放在個人的福祉上，採用對福祉

的主觀和客觀量表，這些量表源自正向心理學的文獻  (e.g., Diener et al., 1999)。先前的

研究在各個層面（包括社群或個人）都與福祉相關，但是，當單獨檢驗這些模型時，它

們並未包含系統的要素，也無法強調福祉的細微差別 (Anderson et al., 2013)。這項研究考

量了以往在情境化中進行研究的上下文和個體要素，以便基於組織研究和福利文獻概念

化一套更全面的系福祉領域。為解決這一個知識差距，本研究提出了以下研究問題： 

RQ1：服務系統福祉領域的不同是什麼？ 

RQ2：服務系統的福祉如何體現系統中不同層級的不同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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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透過以下方式為服務研究做出了貢獻。首先，通過多層次理論方法應用於服

務系統福祉，將群體福祉概念化。其次，通過對已經得到驗證的文獻進行廣泛審查，本

研究發展出 10個在服務系統中的特定領域，並強調了每個服務系統層級的出現過程。第

三，本文通過四個命題提出了更豐富的理論，這些命題將服務系統福祉領域劃分為宏觀、

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這有助於利用層級和領域之間建立聯繫，從而幫助解決服務文獻

中的多個研究需求 (Anderson & Ostrom, 2015)。第四，採用多元利害關係人（或多元參與

者）的觀點來確定不同的利害關係人如何看待服務系統福祉。 

 

研究方法和結果 

1. 數據收集 

本研究採用了質性、探索案例的研究方法，該方法可以使人們對現實環境中的複雜

現像有更深入的了解 (Yin, 2014)。使用多個案例可以進行跨案例的比較，以完善和建構

有關架構的論述 (Eisenhardt, 1989)，而使用深入訪談的方式有助於解釋從文獻中得出的

理論概念。從兩個有代表性的服務系統中收集質性的深度訪談數據，第一個樣本來自一

家台灣公共醫院，該醫院大約有 1000名員工，包括從家醫科到外科的醫療部門，該醫院

已獲得對重症和急需醫療資源的患者進行更高密度照護的證書，其目標是將來成為地區

性醫學研究中心。 

考察的第二個服務系統是連鎖便利商店，提供食物、飲料和各種服務（包括 ATM、郵

政服務、乾洗和信用卡帳單付款），該公司在台灣有 3000 個據點。該公司向市場推出了

許多新穎的服務，例如：提供獎勵方案鼓勵消費者線上註冊成為會員、消費者在便利商

店中消費的金額累積可以用於兌換禮券、折扣或其他優惠。台灣是一個適合檢驗的國家，

其原因有兩個，首先，根據其經濟和生活品質指標，台灣被歸類為已開發國家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2018)。其次，台灣在包括高科技和新創產業 (Investopedia, 2019) 在內

的多個領域均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並擁有世界一流的醫療保險體系 (Rosenberg, 2019)。  

醫療保健和零售產業被視為本研究適合的案例背景，在組織結構的複雜性（例如：

既有一線員工和後台員工）、服務管理（例如：需要一線員工和後台員工之間的合作）、

以消費者為導向、激烈的市場需求和競爭方面擁有相似之處。但它們在涉入醫院病人照

護的性質以及對零售的低涉入等方面也很獨特，這使得在本研究中可以探討各式各樣的

問題 (Mays & Pope, 1995)。 

採取多元行為者的方法來解釋每個服務系統中的福祉領域，這種方法有助於在服務

系統中反映參與者之間的相互關係和相互依賴關係、共享價值和過程、資源和物流 

(Letaifa & Reynoso, 2015)。對不同利害關係人的概念檢驗符合價值共創的系統觀點，該觀

點認可了多個參與者的涉入 (Vargo & Lusch, 2016)。針對每種情況，使用有目的和滾雪球

式的採樣來招募利害關係人的五個關鍵層級：高階管理層、中階管理層、一線員工、外

部利害關係人（即政府或志願者）和外部服務消費者。 

研究人員首先通過員工的個人網際網絡接觸潛在的參與者，這些人的網絡符合各個

層級利害關係人的標準，目標抽樣策略確保邏輯上的通順和訊息的最大效益 (Patton, 

2002)。隨後，使用滾雪球方式採樣，可以訪問每個層級所需的不同社交圈，確定研究人

員可要求每個層級中的參與者參與研究 (Berg, 1988)。最後，對醫院的參與者進行十次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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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訪談；對便利商店零售商的參與者進行九次深度訪談。表 I 中提供了參與者的資訊，

訪談的問題範例包括：請告訴我您在該組織中的整體經驗(這可以包括正面和負面的經

驗)；一個運作良好的組織對您來說意味著什麼？您認為您在一個運作良好的組織中工作

嗎？ 

 

表 1 參與者資訊  

參與者代號 職稱 在職年資 參與者代號 職稱 在職年資 

 醫院   零售商  

A 高階管理職 19 years K 髙階管理職 23 years 

B 高階管理職 3 months L 高階管理職 15 years 

C 中階主管 23 years M 中階主管 12 years 

D 中階主管 7 years N 中階主管 17 years 

E 中階主管 26 years O 初階主管 5 years 

F 第一線員工 6 years P 第一線員工 18 years 

G 第一線員工 3.5 years Q 政府職員 n/a 

H 志工 1.5 years R 消費者 n/a 

I 志工 17 years S 消費者 n/a 

J 病患 n/a              

 

2. 數據分析 

錄音採訪由一位精通中文的專業抄寫員逐字抄錄，然後，兩名雙語研究人員將研究

結果從中文翻譯成英文，並驗證了翻譯結果。使用 NVivo 軟體透過內容分析對採訪記錄

進行分析，該軟體有助於組織和結構分類，並指出預測定義領域之間的關係。使用先前

理論研究中整理出 10個前測主題的領域並對數據進行編碼，兩名研究人員和一名研究助

理進行獨立的編碼和個別分析，第三位研究人員整理了與關鍵類別相關的發現。數據分

析包括複查紀錄，並根據預測定義的類別對要使用的敘述進行分類 (Elo & Kyngäs, 

2008)，演繹法分析用於評估敘述句與各類別之間的關係 (Schreier, 2014)。此外，歸納後

的論證允許對推測代號和定義進行修改和完善，以解決未考慮到的概念 (Damschroder & 

Forman, 2007)，經過反覆協商的過程，研究人員比較了他們的解釋並討論了分析中的差

異以達成共識 (Damschroder & Forman, 2007)，不斷比對後透過完整的定義使概念更為清

晰，並為每個領域建立論證 (Eisenhardt, 1989)，在對類別進行編碼之後，針對每個類別

在各個層級上探索有關連的模式 (Miles & Huberman, 1994)。通過交叉比對後，可以更深

入了解每種類別的表現方式 (Eisenhardt, 1989)。 

 

結果 

結果顯示，參與者之間資源交換、相互依賴的過程和相互關係促進了服務系統的福

祉，這些發現支持了服務系統 10個領域的存在。同樣顯著的是，每個領域對於群體福祉

的存在都是重要的，因為這些領域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聯繫的，因此，這些領域在參

與者之間具有共同的意義，但是對於服務系統不同層級的參與者而言，它們的重要性卻

有所不同。儘管某些領域是機構層級的安排，但其他領域則具有網絡和參與者層級的特



 
8 

徵，這意味著可以根據它們在服務系統中的來源對這些領域進行分類。因此，本研究提

出了四個主張，它們反映了領域的分類和相互聯繫的關係。 

 

主張 1：服務系統的制度安排產生了策略、治理、領導力和資源福祉的領域。 

從調查結果可以推斷，策略、治理、領導力和資源福祉被認為是源自制度安排的宏

觀領域，制度安排形成了支持和指導個人和群體決策的環境 (Kleinaltenkamp, Karpen, 

Plewa, Jaakkola, & Conduit, 2019)。這些圍繞著宏觀層面上的策略方向、治理結構、組織

架構和資源規劃，在調查結果中，參與者（例如，領導團隊）能夠清楚地評估組織層級

領域的現狀，這有助於使領域內的福祉在其他層次上更加明顯，這些領域在中觀和微觀

層面上也有所相關。 

 

主張 2：服務系統的網絡交換產生了社群、社會、合作和文化福祉的服務網絡領域。 

同樣，服務系統的中觀水平似乎促進了合作、文化、社群和社會福祉的領域，跨領

域團隊和部門之間可以建立交換網絡，以促進和塑造服務網絡層級的領域域，這些領域

具有網絡特徵，並為參與者提供了資源交換的社會結構 (Laud, Karpen, Mulye, & Rahman, 

2015)。它的有效功能取決於服務系統不同層級上個人和群體之間的關係交換，服務網絡

級別的領域提供了為系統中的個人或群體創造社會資本的機會，機構層級的領域支持網

絡層級的領域，為創造社會資本以使其有效發揮作用，並使用其資源和治理結構提供指

導框架。同樣的，網絡層級領域提供參與者嵌入其中並為系統福祉做出貢獻的關係上支

持微觀層級。 

 

主張 3：服務系統促進個人財富，從而產生以參與者為中心的生存性福祉和變革性福祉領

域。 

目標和自我實現有助於引導服務系統中的參與者有充實的生活 (Ownsworth & Nash, 

2015)，人們對目標、學習和成長的需求超出了機構或服務網絡層級的領域，且無法滿足

物質或享樂性的需求，個人與服務系統保持一致性，該系統為他們提供一致的目標，並

提供學習機會以使他們成長。因此，存在和轉型的福祉領域作為以參與者為中心的領域

是很重要的，這些領域的有效性取決於群體目的和服務系統所促進含義之間的緊密聯繫

關係。在這些領域中，參與者評估系統是否支持他們實現自己的個人願望，因此獲得生

存福祉。 

 

主張 4：福祉領域之間存在雙向（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和相互聯繫的影響，為整個服務

系統的福祉做出了貢獻。 

總體來說，服務系統福祉反映了 10個領域之間的相互聯繫狀況，領域彼此之間具有

雙向影響的效果，例如：機構層級的領域使流程能夠對其他層級的領域產生自上而下的

影響，而微觀的參與者層級和服務網絡層級的領域都可能影響機構層級的領域。因此，

在機構級領域感知不到的資源福祉可能會影響服務網絡的模式（例如：文化福祉）或學

習機會（例如：變革性福祉）。同樣，當參與者不遵守規則或政策，或從事極端形式的價

值破外（例如：罷工），無效的合作或文化福祉可能會影響制度層面的領域。因此，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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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雙向的，其中一個層級有助於其他層級，最終導致整個系統福祉進步，此外，這些領

域可能會在不同層次上產生影響。因此，這 10個領域具有加乘效應和雙向影響，最終決

定了服務系統的整體福祉。 

 

學術意義 

這項研究採用系統性的觀點來解釋群體福祉，作為對參與在服務系統中的參與者生

活是否良好的累積評估，服務系統福祉代表參與者對系統進行評估的總體感覺，這些評

估是根據參與者的群體滿足情況而進行的，並暗含對其個人需求的滿足，因此，基於系

統的概念化有助於了解有關服務系統中如何出現群體福祉的知識。本研究中進行的多元

利害關係人評估不同於當前的研究，本研究側重於個人行為者對個人福祉的評估，調查

結果表明，服務系統中的不同參與者可能會為 10個領域分配不同層級的重要性。 

本研究利用多層次理論 (Kozlowski & Klein, 2000) 對組成過程進行理論化，其中每

個領域的福祉都會出現，並且可以整合為群體福祉做出貢獻。這項研究提出了四個主張

來概念化領域的宏觀（機構）、中觀（服務網絡）和微觀（以參與者為中心）層級之間的

相互聯繫關係，本研究整合了這些跨層次的影響，並且在理論上比以前文獻應用的個人

層次的觀點更豐富並且對領域的實現面更實際意義 (e.g., Mende & Van Doorn, 2015; 

Sweeney et al., 2015)。 

這些發現突顯了服務系統福祉的存在或不足如何導致價值的共同創造或破壞（例

如：正面影響的功能價值或情感價值）。價值破壞的文獻強調，可以通過服務系統之間的

相互作用過程破壞價值，這可能會降低其中一個系統的福祉 (Laud et al., 2019; Plé & 

Cáceres, 2010)。 

根據個人的福祉文獻 (e.g., Ryan & Deci, 2001)，研究結果證明，福祉的享樂主義和天

性可以在系統層面上同時存在，除了為創造價值獲得享樂的福祉而進行資源交換外，群

體目的和共同的掌控感是群體認知上必不可少的兩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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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請說明目前整體計畫經費使用情形及與原計畫差異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77474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7747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health/2019/03/01/an-american-got-sick-taiwan-he-came-back-with-tale-horrors-socialized-medicine/?noredirect=on&utm_term=.d8ee95f1272c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health/2019/03/01/an-american-got-sick-taiwan-he-came-back-with-tale-horrors-socialized-medicine/?noredirect=on&utm_term=.d8ee95f1272c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health/2019/03/01/an-american-got-sick-taiwan-he-came-back-with-tale-horrors-socialized-medicine/?noredirect=on&utm_term=.d8ee95f1272c


 
12 

項目 
科技部 

核定經費

(A) 

實支金

額(B) 

支用率(%) 

 (B/A) 

配合款 

(C) 

實支金額

(D) 

支用率(%) 

(D/C) 

業務費-研

究人力費 

72,000 72,000 100%    

業務費-耗

材、物品圖

書及雜項費

用 

399,000 451,200 113%    

國外差旅費 97,000 0 0%    

研究設備費 34,000 78,800 232%    

管理費 48,000 48,000 100%    

合計 650,000 650,000 100%    

更新至 2020.12.31 

註 1：請依照單位實際執行情形，變更費用項目(例如國外差旅費)並於下方補充說明。 

註 2：若目前使用情形與原計畫有差異，請於下方補充說明。 

與原計畫差異說明如下: 

1. 人力費: 

2. 業務費: 

因疫情影響無法出國，因此將國外差旅費移至業務費以及研究設備費。 

移動國外差旅費 52200元至業務費：用於文獻編修費用 

移動國外差旅費 44800元至研究設備費：用於購買桌機 

 

四、 查核點執行情形說明:  

 

Task Task Details 
Task 

Duration 

Task 

Commencing 

Task 

Completed 

Anticipated training 

and outcomes 

Literature 

review and 

data collection 

Literature 

review  
2 Months August 2019 

October 31, 

2019 

1. Enhance researchers’ 

interview and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skill. The 

software SPSS, and 

M-plus will be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2. Enhance researchers’ 

Survey 

development  
1 Month October 2019 

Completed by 

October 31, 

2019 

Expert review 1 Month 
November 

2019 

Completed by 

November 3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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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s 

application and 

gain approval 

for the one-year 

project 

2 Months 
December 

2019 

Completed by 

February 28, 

2020 

quantitative data 

analyzing skills in using 

Mplus.   

 

3. One conference paper 

and one journal paper 

will be prepared for 

publication. 

Contact and 

gain access 

sample sources 

1 Month  January 2020 

Completed by 

May 31, 2019 Recruit 

informants & 

Data collection 

1 Month February 2020 

Data analysis 

and outcome 

write up 

Learning 

relevant 

software for 

data analysis 

1 Month March 2020 
Completed by 

June 30, 2019 

Data analysis 

and the results 

write up 

1 Month April 2020 

Completed by 

October 31, 

2020 

Write up 

conference 

paper  

1 Month May 2020 

Completed by 

December 31, 

2020 

Write up journal 

paper  
1 Month June 2020 

Amend 

conference 

paper and 

journal paper  

1 Month July 2020 

五、 計畫成果自評（含結論與建議） 

1. 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 

 

這項研究採用系統性的觀點來解釋群體福祉，作為對參與在服務系統中的參與者生

活是否良好的累積評估，服務系統福祉代表參與者對系統進行評估的總體感覺，這些評

估是根據參與者的群體滿足情況而進行的，並暗含對其個人需求的滿足，因此，基於系

統的概念化有助於了解有關服務系統中如何出現群體福祉的知識。本研究中進行的多元

利害關係人評估不同於當前的研究，本研究側重於個人行為者對個人福祉的評估，調查

結果表明，服務系統中的不同參與者可能會為 10個領域分配不同層級的重要性。 

本研究利用多層次理論 (Kozlowski & Klein, 2000) 對組成過程進行理論化，其中每

個領域的福祉都會出現，並且可以整合為群體福祉做出貢獻。這項研究提出了四個主張

來概念化領域的宏觀（機構）、中觀（服務網絡）和微觀（以參與者為中心）層級之間的

相互聯繫關係，本研究整合了這些跨層次的影響，並且在理論上比以前文獻應用的個人

層次的觀點更豐富並且對領域的實現面更實際意義 (e.g., Mende & Van Doorn, 2015; 

Sweeney et al., 2015)。 

這些發現突顯了服務系統福祉的存在或不足如何導致價值的共同創造或破壞（例

如：正面影響的功能價值或情感價值）。價值破壞的文獻強調，可以通過服務系統之間的

相互作用過程破壞價值，這可能會降低其中一個系統的福祉 (Laud et al., 2019; Plé & 

Cáceres, 2010)。 

根據個人的福祉文獻 (e.g., Ryan & Deci, 2001)，研究結果證明，福祉的享樂主義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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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可以在系統層面上同時存在，除了為創造價值獲得享樂的福祉而進行資源交換外，群

體目的和共同的掌控感是群體認知上必不可少的兩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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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主要績效指標 

屬 

性 

績效指標 

類別 

績效指標 

項目 

106年度 
效益說明 

(每項以 500字為限) 
重大突破 原訂 

目標值 

實際 

達成值 

學  

術  

成  

就  

︵  

科  

技  

基  

礎  

研  

究  

︶  

A.論文 

期刊論文 
國內(篇) 

1 

 

以 Service system well-being: 

Conceptualising a holistic concept 為題，

發表在 Journal of Service Management 

 

國外(篇) 1 

研討會論文 
國內(篇)  

國外(篇)  

專書論文 

國內(篇)  

國外(篇)  

學  

術  

成  

C.培育及延攬

人才 

博士培育/訓人數 

2 

 本計畫共培育了一位碩士生以及一位

學士生，兩位學生都達到能獨立閱讀、

查找、整理文獻的狀態。 

 碩士培育/訓人數 1 

學士培育/訓人數 1 



 
16 

就  

︵  

科  

技  

基  

礎  

研  

究  

︶  

學程或課程培訓人數   

延攬科研人才數   

國際學生/學者交換人數   

培育/訓後取得證照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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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附表-佐證資料表 

【A 論文表】 

題  名 第一作者 發表年(西元年) 文獻類別 

Service system well-being: 

conceptualising a holistic 

concept 

Wei Wei Cheryl Leo 2019 D 

註：文獻類別分成 A 國內一般期刊、B 國內重要期刊、C 國外一般期刊、D 國外重要期刊、E 國

內研討會、F 國際研討會、G 國內專書論文、H 國際專書論文 



108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鄒蘊欣 計畫編號：108-2410-H-003-139-SSS

計畫名稱：服務系統福祉：從宏觀角度探討其對個人福祉與創新之影響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
項說明，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
訖頁數、證號...等） 　　　　　　　

國
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1
篇

以Service system well-being:
Conceptualising a holistic
concept為題，發表在Journal of
Service Management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國
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本國籍

大專生 0

人次

碩士生 0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非本國籍

大專生 1
本計畫育一位學士生，學生達到能獨立
閱讀、查找、整理文獻的狀態。

碩士生 1
本計畫育一位碩士生，學生達到能獨立
閱讀、查找、整理文獻的狀態。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