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9

背景變項背景變項背景變項背景變項    

性別 

年齡 

學歷 

球齡 

參與總次數 

對對對對木球協會木球協會木球協會木球協會服務服務服務服務品質的評價品質的評價品質的評價品質的評價    

對木球協會服務的滿意度對木球協會服務的滿意度對木球協會服務的滿意度對木球協會服務的滿意度    t-考驗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t-考驗 

皮爾遜積差相關 

第參章第參章第參章第參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為下列五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二節為研究流程；

第三節為研究對象與抽樣設計；第四節為研究工具，第五節為研究調

查之實施；第六節為資料處理方法。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瞭解木球運動參與者對於木球協會服務之期望與滿

意度，並分析不同人口統計變項對木球協會服務之期望與滿意度之差

異。本研究架構如圖 3-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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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 

本研究確立研究主題後，著手蒐集相關文獻，進而設計與編製問

卷，同時延請專家學者審視問卷內容之適切性，並做問卷之修訂。接

著進行問卷預試與信效度分析，經由修正預試問卷後，實施正式問卷

之發放。最後將所得資料經分析整理後，撰寫研究結果與討論，並提

出結論與建議，本研究流程如圖 3-2-1 所示。 

 

 

確定研究主題 

文獻蒐集與分析 

建立研究架構 

問 卷 編 製 

實施正式問卷調查 

資料分析與結果討論 

提出結論與建議 

問 卷 修 訂 

圖圖圖圖 3-2-1        研究流程圖研究流程圖研究流程圖研究流程圖    

預 試 

專家學者審視 

信、效度考驗 

服務品質的定義 

滿意度定義與理論 

木球運動之發展 

服務品質與滿意度之相關文獻 

電話聯繫及催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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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對象與抽樣設計研究對象與抽樣設計研究對象與抽樣設計研究對象與抽樣設計 

一一一一、、、、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對象以 2001 年 1 月～2005 年 12 月間，參與過木球協

會所主辦之選手集訓、A 級教練或裁判講習會、學術研討會、全國青

年盃、全國中正盃、全民運動會、中等學校運動會、台灣國際賽、國

手選拔賽共 35 場活動之參與者。 

二二二二、、、、抽樣設計抽樣設計抽樣設計抽樣設計 

本研究之木球運動參與者在精確度與信賴度條件限制下，以 α

＝.05，Cp＝.05 為條件，取 p＝0.5，並透過以下公式（Rea ＆ Parker, 

1997,頁 117），求得所需之樣本數： 

 

 

 

 

∴ n＝385 

n：：：：樣本個數               Cp：：：：最大可容許誤差 

p：：：：母體比率               Z：：：：在信賴度為α之下之標準常態值 

經過計算後，獲得所需樣本數至少為 385 個。本研究用郵寄之方

式，總計發放 500 份問卷至各縣市委員會。依據 Babbie 的觀點，認

為基於分析與撰寫報告的需要，回收率達 70%以上視為良好（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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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王智弘，2005）。在回收並剔除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 413 份，

回收率 82.6%。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一一一一、、、、研究工具之編製研究工具之編製研究工具之編製研究工具之編製 

本研究採用之問卷為研究者依據木球協會的服務項目，參酌

SERVQUAL 服務品質量表後，自行編製之「木球協會服務品質評價

與滿意度調查問卷」。問卷內容共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為「木球協會服務品質評量表」，採用李克特氏量表

（Likert-type scale）的五等距尺度衡量。受試者依照「評價程度」之

高低填答每一測量項目。計分方式為「非常同意」給予 5 分；「同意」

給予 4 分、「沒意見」給予 3 分、「不同意」給予 2 分、「非常不同

意」給予 1 分。 

第二部分為「木球協會服務滿意度評量表」，採用李克特氏量表

（Likert-type scale）的五等距尺度衡量。受試者依照「滿意程度」高

低填答每一測量項目。計分方式為「非常滿意」給予 5 分；「滿意」

給予 4 分、「沒意見」給予 3 分、「不滿意」給予 2 分、「非常不滿

意」給予 1 分。 

第三部分為「個人基本資料」，依據研究需要分為 6 題，依序為

性別、年齡、學歷、球齡、參與活動、本身參加活動之總次數。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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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活動是用於檢定問卷填答者是否為本研究之調查對象，因此不將

其納為人口統計變項探討之。 

二二二二、、、、專家學專家學專家學專家學者之諮詢者之諮詢者之諮詢者之諮詢    

本研究於「木球協會服務品質評價與滿意度調查問卷」初稿編製

完成後，分別送請相關專家學者進行詢問，以審定題目的適切性及其

內容涵蓋層面是否足夠，並根據專家學者所修正之問卷內容及語意進

行意見修改，進行問卷之預試與信效度考驗，再發展成正式問卷。本

研究由下列專家學者（如表 3-4-1）提供本研究之專家見解，以編製

完善之「木球協會服務品質評價與滿意度調查問卷」。 

表 3-4-1 專家組合表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職稱職稱職稱職稱 專長領域專長領域專長領域專長領域 

翁明輝 中華民國木球協會榮譽理事長 木球運動 

黃俊清 台北護理學院運動保健系副教授 木球運動 

張宏亮 輔仁大學體育系教授 木球運動 

程紹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教授 運動管理 

註：按姓氏筆劃排列 

三三三三、、、、問卷問卷問卷問卷預試預試預試預試（（（（pilot study）））） 

本研究於 2006 年 3 月 12 日彰化縣青年盃木球選拔賽時，以 2005

年 1 月至 12 月，參與過木球協會所舉辦之相關活動或比賽之中區木

球運動參與者，作為預試對象，共計發出 105 份問卷，回收 1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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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問卷信問卷信問卷信問卷信、、、、效度分析效度分析效度分析效度分析 

（一）信度分析： 

本研究問卷信度檢測部分，將採用 Cronbach α係數，來分析其內

部一致性，並以統計軟體 SPSS for Windows10.0 版進行分析。

Cronbach’s α 係數值介於 .70~ .98 之間為高信度值，低於 .35 者必須

給予刪除無法採信（邱皓政，2005）。因此，α係數越高，表示各題

項間一致性越高，可信度愈高。經信度分析後，其結果為 α = .94（各

分量表之 α 係數值如表 3-4-2），顯示本量表具有良好之信度。 

表 3-4-2 木球協會服務品質與滿意度量信度分析摘要表 

分量表分量表分量表分量表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Cronbach’s α 係數係數係數係數 

網路服務品質 1.2.3. .72 

可靠性 4.5.6.7 .83 

保證性 8.9.10.11. .86 

服務表現 12.13.14 .78 

網路服務滿意度 15.16.17 .85 

滿意度 18.19.20.21.22.23.24.25 .88 

總量表 共 25題 .94 

 

（二）效度分析 

本研究問卷在編製時，邀請國內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進行問卷的

審視、校訂，並依其意見進行修訂，使其內容更具有效性，以建立本

問卷之內容效度，並採用因素分析來建立量表的因素效度，並剔除因

素負荷量小於 .5 之題目。因此，在第一部份『服務品質』量表抽取



 45

三個因素如表 3-4-3 所示，因素一為「保證性服務」，可解釋之變異

量為 50.46；因素二為「服務表現」，可解釋之變異量為 10.91；因素

三為「可靠性服務」，可解釋之變異量為 9.19；因此本部分之累積解

釋變異量達 70.56。第二部分『滿意度』量表抽取一個因素，累積解

釋變異量達 53.88 如表 3-4-4 所示。 

表 3-4-3 服務品質量表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素命名因素命名因素命名因素命名 題號與題目題號與題目題號與題目題號與題目 f1 f2 f3 

09 協會工作人員能詳實答覆民眾問題 .87   

08 協會工作人員之專業知識足以處理協會相關業務 .84   

11 協會工作人員會耐心傾聽詢問者之問題 .83   

保證性 

服務 

10 協會工作人員是可信賴的 .76   

12 協會工作人員服務態度親切有禮  .89  

13 協會工作人員之整體服務表現是良好的  .84  

服務表現 

 

14 協會提供之整體服務是良好的  .75  

07 當民眾有問題時，協會能很熱心的幫忙處理   .84 

04 協會能履行所作之承諾   .82 

05 協會是值得信賴的   .79 

可靠性 

服務 

06 協會及時提供所需之服務   .78 

特徵值 5.56 1.20 1.01 

 解釋變異量           50.46 10.91 9.19 

累積解釋變異量 50.46 61.37 7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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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4 滿意度量表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素命名因素命名因素命名因素命名 題號與題目題號與題目題號與題目題號與題目 f1 

22 您對協會工作人員服務執行之能力感到 .80 

21 您對協會工作人員執行服務之結果感到 .78 

25 您對協會整體服務感到 .78 

24 您對協會工作人員整體服務表現感到 .76 

滿意度 

19 您對協會提供服務之及時性感到 .73 

23 您對協會工作人員提供資訊之可靠度感到 .71 

20 您對協會工作人員之服務態度感到 .67 

 

18 您對協會所作承諾之履行程度感到 .64 

特徵值 4.31 

解釋變異量           53.88 

累積解釋變異量 53.88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研究調查之實施研究調查之實施研究調查之實施研究調查之實施 

本研究之母群，經研究者調查及蒐集資料後，以各縣市木球委員

會為單位進行分類。於 2006 年 4 月 3 日以限時專送方式，郵寄正式

問卷至各單位。在正式問卷發放前，以電話先聯繫各單位之總幹事或

主任委員，請其協助問卷之發放與回收。 

問卷在寄出後三天，以電話聯繫之方式確定各單位負責人是否收

到，並於 2006 年 4 月 10 日以電話聯繫催收，4 月 15 前完成回收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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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資料統計方法資料統計方法資料統計方法資料統計方法 

一一一一、、、、資料整理資料整理資料整理資料整理 

問卷回收後，將所得資料加以整理，剔除無效問卷後，將有效問

卷編碼並做紀錄，再使用 SPSS 10.0 for Windows 套裝軟體進行統計

分析。顯著水準定於 α = .05。 

二二二二、、、、統計分析統計分析統計分析統計分析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以下列統計方法分析研究資料、驗證各項

研究問題。 

（一）以次數分配百分比描述木球運動參與者之人口統計變項。 

（二）以平均數與標準差描述木球運動參與者對於木球協會服務品

質評價與服務滿意度之情形。 

（三）以 t-考驗（t-test）檢定： 

1.不同性別之木球運動參與者對木球協會服務品質評價是

否有顯著差異。 

2.不同性別之木球運動參與者對木球協會服務滿意度是否

有顯著差異。 

（四）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檢定： 

1.不同人口統計變項之木球運動參與者對木球協會服務品

質評價是否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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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人口統計變項之木球運動參與者對木球協會服務滿

意度是否有顯著差異。 

（五）透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後，若達顯著差異，則利用雪費法進

行事後比較。 

（六）以皮爾遜積差相關探討木球運動參與者對木球協會服務品質

評價與服務滿意度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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