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類別：觀光餐旅類 

 

 

 

 

 

 

 

 

 

 

篇名： 

針對台中地區電影院顧客滿意度之比較─ 

以新光影城及親親戲院為例 

 

 

 

 

 

 

 

 

 

 

 

作者： 

涂岑怡。台中市私立葳格高級中學。觀三乙班 

侯彥竹。台中市私立葳格高級中學。觀三乙班 

林雅婷。台中市私立葳格高級中學。觀三乙班 

 

 

 

 

 

 

 

 

指導老師：林于安老師 



針對台中地區電影院顧客滿意度之比較─ 

以台中地區新光影城及親親戲院為例 

1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現代社會中，民眾已將觀賞電影納入生活中的娛樂與休閒活動之一。看

電影時，消費者不僅獲得視覺上的震撼，亦藉著電影背景，了解異國文化與

民俗風情，甚至藉由劇情，帶給消費者不同層面的心靈感受。近幾年來台灣

本土電影及外來電影產業蓬勃發展，各地區電影院如雨後春筍般林立，使得

民眾進出電影院的次數日漸增加。因此，要在數間電影院中站穩腳步，獲得

顧客的心，一定要有足夠的品牌形象或無法取代的優勢。本研究主要在於瞭

解台中地區電影院「新光影城」及「親親戲院」的顧客滿意度之比較，藉此

找出兩家業者分別用什麼理由吸引顧客，並分析連鎖型電影院及非連鎖型電

影院的差別。  

 

二、研究目的 

 

〈一〉認識電影院的定義和起源。 

〈二〉介紹新光影城及親親戲院。 

〈三〉探討並比較顧客對於兩間電影院的滿意度。 

〈四〉比較過後分別給予兩間電影院的改善建議。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利用網際網路、書本，蒐集相關文獻資料之後，加以彙

整，並闡述本組的想法。  

〈二〉問卷調查法：本組實際前往親親戲院及新光影城，針對觀賞電影後之

顧客採隨機的模式發放問卷讓顧客填寫。 

 

四、研究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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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電影院的定義和起源 

 

〈一〉電影院的定義 

 

              電影院顧名思義就是放映電影的場所，影像由放映機投射在觀眾

席前螢幕上方，現今的電影院多數裝設數位電影的放映設備，較少採

用傳統式的底片放映。「20世紀末的電影院因應潮流，小廳制盛行，

另外結合其他百貨、商城等非傳統電影院，因此規模龐大故稱之為影

城」(張智鈞，2006)。電影院採購票入場，為所有顧客提供服務。 

  

〈二〉電影院的起源 

 

              西元 1896 年，美國紐奧良成立第一間「Vitascope Hall」（維太放映

機大廳）專門播放電影。接下來的十年內，隨著電影工業的獲利爆

發性成長，使得許多獨佔連鎖電影院的宣傳經紀人及電影製片商開

始相繼競爭，一一開始打造華麗、精緻、吸引大眾的電影院。這種

做法形成了一種特別的建築方式，被稱為「電影皇宮」。西元 1900

年 6 月 12 日，臺灣最早出現的電影院位於臺北市北門街「十字館」，

「日法自動幻畫協會」在十字館放映黑白紀錄片，同時也登了報紙

廣告以招來觀眾，亦是臺灣第一次公開電影放映及電影廣告。 

 

二、介紹新光影城及親親戲院 

 

〈一〉新光影城 

 

              新光影城（Shin Kong Cineplex）為臺灣連鎖型電影院系統之一， 

2004 年退出經營臺灣市場 4 年之 UCI 派拉蒙影城，現在為新光三越

百貨的附屬事業，目前台灣有三個據點，簡稱 SKC 新光影城。而臺

中新光影城位於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301 號，設有 8 個放映

廳，播放電影皆為首輪片。 

 

                 (圖一) 新光影城 LOGO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B5%E5%BD%B1%E6%94%BE%E6%98%A0%E6%9C%BA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A%95%E5%BD%B1%E8%9E%A2%E5%B9%95&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5%B8%E4%BD%8D%E9%9B%BB%E5%BD%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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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親親戲院 

 

              親親戲院成立於 1986 年，位於臺中市北屯路 14 號，自設立開始

即替北屯的住宅區及商家帶來繁榮的契機，安全的環境設計，客層大

多以家庭成員為主；除了電影院之外，親親影城所在大樓逐漸發展成

電影娛樂城。現設有 7 個放映廳，與全球同步播放首輪電影。 

 

              
(圖二) 親親戲院 LOGO 

 

三、顧客滿意度之理論 

 

        「因現實中服務行業還沒有成為真正成熟的產業，我們對於硬體商品總

會有相應的價值觀」(派力，2011)，從產品得到的感知效果，與顧客本身的

期望值互相比較之下，會令顧客產生愉快或是失望的感覺狀態。 

        「Cardozo 於 1965 年提出理論，他認為提高顧客的滿意度就會使消費者    

再次產生購買的行為，而顧客也會購買企業的其他相關產品」(MBA 智庫百    

科)。現今的電影院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顧客的滿意程度高，再次購買能

力增強，相對的企業利益也變高。因此，如何提升顧客的滿意度，成為了許

多企業所討論的重點。 

 

四、兩家戲院之滿意度比較 

 

本問卷共發出 100 份，而兩間電影院則各發 50 份，全面採取匿名方式

作答，全數回收後取得有效問卷 100 份，回收率為百分之百。最後將問卷結

果分析統計，作為本組研究時參考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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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親親戲院（左）及新光影城（右）的顧客年齡比例 

 

▲圖一  親親戲院（左）及新光影城（右）的顧客年齡比例 

    由圖一可知，兩間電影院的顧客年齡比例，親親戲院主要為 13~20 歲佔總

樣本數 40%，次要為 21~30 歲佔總樣本數 32%；新光影城主要為 21~30 歲佔總

樣本數 42%，次要為 13~20 歲佔總樣本數 34%。藉此得知，親親戲院主要顧客

族群多為 13~20 歲的高中職學生；新光影城主要顧客族群多為 21~30 歲的大學

以上或社會人士為主。本組推測，年紀輕的學生因經濟收入不多，選擇較低票

價的親親戲院；而大學以上或社會人士因已有經濟能力，所以較不會考量到票

價，多選擇品質高的連鎖新光影城。 

 

（二）親親戲院（左）及新光影城（右）的顧客職業比例 

 

▲圖二  親親戲院（左）及新光影城（右）的顧客職業比例 

      由圖二可得知，前往兩間電影院的顧客職業比例，親親戲院主要為學生

48%，次要為工/商業 24%，依序是服務業 20%，其他 4%，農林漁牧業及家庭

主婦各佔 2%，軍公教 0%；新光影城主要為學生 48%，次要為服務業 42%，依

序是工/商業 6%，軍公教 4%，家庭主婦、農林漁牧業及其他皆是 0%。藉由上

述結果，學生為兩間電影院的主要消費族群。本組推測，親親戲院屬於較平易

近人的電影院，使得顧客職業種類較多；新光影城則是注重標準的服務流程及

高品質，又新光影城位於台中市繁華地區，使得周遭從事服務業的顧客可就近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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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親親戲院（左）及新光影城（右）環境衛生滿意度比較 

 

▲圖三  親親戲院（左）及新光影城（右）環境衛生滿意度比較 

由圖三可知，顧客對於兩間電影院的環境衛生比較，親親戲院非常滿意

12%，新光影城非常滿意 22%；親親戲院不滿意 10%，新光影城不滿意 0%。

此項問題的調查結果顯示，新光影城的環境衛生勝於親親戲院。本組推測，由

於親親戲院位於北屯路上，許多顧客會直接在馬路旁抽菸，周遭亦有許多攤販

在製作食物過程中產生油煙，馬路上也有許多的車輛排放廢氣，對於某些顧客

可能造成不舒服的感覺；而新光影城位於臺灣大道上的新光百貨 13~14 樓，室

內空間禁止顧客抽菸，美食街也跟電影院分開樓層，不會產生油煙，亦沒有車

輛排廢棄的問題，使得多數民眾會喜歡前往新光影城觀賞電影。 

 

（四）親親戲院（左）及新光影城（右）電影院販賣之餐點價格滿意度比較 

 

▲圖四  親親戲院（左）及新光影城（右）電影院販賣之餐點價格滿意度比較 

由圖四得知，顧客對於兩間電影院販賣之餐點價格滿意度，親親戲院非常

滿意 16%，滿意 36%，普通 46%，不滿意 0%，非常不滿意 2%；新光影城非常

滿意 2%，滿意 22%，普通 46%，不滿意 20%，非常不滿意 10%。本組推測，

新光影城的餐點價格較高使顧客無法接受，相較之下，親親戲院的餐食價格較

為合理，顧客在選擇餐點時也較願意買單。由此可知，顧客對於親親戲院販賣

之餐點價格滿意度較新光影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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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親親戲院（左）及新光影城（右）電影票價滿意度比較 

 

▲圖五  親親戲院（左）及新光影城（右）電影票價滿意度比較 

    由圖五得知，顧客對兩間電影票價比較結果，親親戲院非常滿意 28%，滿

意 42%，普通 28%，不滿意 0%，非常不滿意 2%；新光影城非常滿意 4%，滿

意 40%，普通 42%，不滿意 12%，非常不滿意 2%。藉上述分析顯示，新光影

城的票價高於親親戲院。所以本組推測，顧客選擇電影院的同時，也會將票價

納入考量中。因此，親親戲院的票價較新光影城來說，更能讓顧客願意掏出荷

包。 

 

 

 

（六）親親戲院（左）及新光影城（右）電影院內外食攜帶性比較 

 

▲圖六  親親戲院（左）及新光影城（右）電影院內外食攜帶性比較 

    由圖六可知，顧客對於兩間電影院的外食攜帶比較，親親戲院非常滿意

34%，新光影城非常滿意 4%；親親戲院不滿意 0%，新光影城不滿意 12%。因

此，這項問題的調查結果顯示，親親戲院的外食攜帶性勝於新光影城。本組推

測，由於現代顧客看電影時，不只以爆米花為搭配的飲食，選擇的食物也較多

樣化。就週遭環境來說，親親影城的攤販較多選擇性較高；新光影城設在百貨

公司內，餐食多以套餐及餐廳為主，對觀賞電影時食用較不方便，使得親親戲

院的外食攜帶性較擄獲顧客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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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親親戲院（左）及新光影城（右）影廳內的音效滿意度比較 

 

▲圖七  親親戲院（左）及新光影城（右）影廳內的音效滿意度比較 

    由圖七可知，顧客對於兩間電影院的影廳內音效比較，親親戲院主要為非

常滿意 14%，滿意 44%，普通 42%，不滿意及非常不滿意皆為 0%；新光影城

主要為非常滿意 24%，滿意 56%，普通 18%，不滿意 2%，非常不滿意 0%。上

述圖表分析出，雖然新光影城有 2%不滿意的顧客，但整體圖表比例上還是新

光影城的音效比親親戲院出色。因只有少數顧客不滿意新光影城的音效，所以

本組推測，此項問題讓顧客不滿意的原因應該是每個顧客對於硬體設備的感受

皆有不同的接納程度，進而影響勾寫選項的結果。 

 

 

（八）親親戲院（左）及新光影城（右）網站經營滿意度比較 

 

▲圖八  親親戲院（左）及新光影城（右）網站經營滿意度比較 

    由圖八可知，顧客對兩間電影院的網站經營，親親戲院非常滿意 6%，新

光影城非常滿意 14%；親親戲院不滿意 4%，新光影城不滿意 2%。根據上述調

查結果，本組得以推測，由於新光影城為連鎖型電影院，網站經營方面有較制

式化的規定，加上顧客可以利用手機 APP 上網訂票；親親戲院則是非連鎖的

小型電影院，只能在網站上查詢時間，沒有訂票功能。因此，新光影城的網站

經營獲得較多顧客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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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結論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前往親親戲院及新光影城的顧客年齡皆為

21~30 歲居多，且職業大多為學生。顧客對於親親戲院的餐食價格及電

影票價較為滿意，此外親親戲院的外食攜帶性也獲得許多消費者認同，

由此可知，親親戲院以優惠的價格及周邊便利性取得商機；新光影城的

衛生環境對消費者而言較比親親戲院滿意，在影廳音效及網站經營方面

也是略勝一籌，藉此可知，新光影城多以硬體設備及較佳的環境品質取

得消費者的的光顧。 

 

  二、研究建議 

 

〈一〉針對親親戲院與新光影城環境與衛生方面： 

本組建議，親親戲院應明確設立吸煙區及禁菸區，並勸導周

圍攤販建立良好的排放油煙系統，讓消費者在新鮮的空氣下舒適

的看電影。建議將半露天式影城改為室內影城，顧客可到室內躲

雨遮陽，改善環境品質之餘也增添了顧客消費的意願。 

 

〈二〉針對親親戲院與新光影城餐點價格、電影票價方面： 

新光影城餐食及電影票價格方面滿意程度較低，本組建議新

光影城可將電影票及餐食價格降低，或者是採取累點換優惠、與

其他商家合作提供優待票等方式替影城宣傳，增加消費意願。 

 

〈三〉針對親親戲院與新光影城外食攜帶方面： 

由於新光影城位於百貨公司內，顧客對於外食攜帶較為不

便，本組建議，新光影城可與美食街協調合作，在通常為內用的

美食街樓層多設立外帶方便的攤販，增加外食攜帶的方便性。 

 

〈四〉針對親親戲院與新光影城影廳音效方面： 

本組建議，成立較久的親親戲院可撥出一筆經費，將其設備

效能提高，以增加顧客的消費及滿意度。 

 

〈五〉針對親親戲院與新光影城網站經營方面： 

現今前往電影院觀賞電影的消費者漸增，以致購買電影票時

經常大排長龍。本組建議，親親戲院可設置網路訂票功能，藉此

方便顧客線上訂票，減去排隊所耽誤的時間。 



針對台中地區電影院顧客滿意度之比較─ 

以台中地區新光影城及親親戲院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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