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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根據本研究之目的與文獻探討，係針對圖書出版產業的創新程度進行研究分

析，因此首先整理資料分析與深度訪談，了解台灣地區圖書出版業的市場現況與

創新發展；關於影響圖書出版業者組織創新程度的決定因素，經文獻整理後，本

研究擬以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分析與衡量；再以問卷結果為基礎，選

取較具代表性的業者進行深度訪談，了解業者在現行產業環境下的經營概況與其

對創新的了解與運用。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根據 2002 年的圖書出版產業調查研究報告（行政院新聞局，2003）指出，

有 73.9%的書籍出版公司位於大台北地區，其中又以台北市（63.8%）為最多，

可見台灣地區書籍出版業者設立地點之考量以商業行為及經濟活動頻繁、高人口

密度、資訊發達及資源充裕的地區為主，因此本研究將針對台灣地區台北市的圖

書出版社進行普查，以了解影響其組織創新程度的主要決定因素為何。根據行政

院新聞局出版之 2004 年出版年鑑，台灣地區 2003 年圖書出版業家數有 7,538 家，

圖書出版種類有 39,138 種，而根據國家圖書館 ISBN 中心 2003 年的統計資料則

顯示，在 2002 年至少申請一種 ISBN 的出版社僅 2,648 家（含政府機關），確實

具有營業活動的出版業者不到四成（行政院新聞局，2004）；又文建會在 2001

年出版的《2000 年台灣圖書雜誌出版市場調查》中，亦發現申請 ISBN 編號 4

個號碼以上之出版社有 1,170 家，扣除政府機關、學校及個人，僅有 987 家，由

此可見，僅有 13.92%的出版社是屬於民間營利單位，並確實出版四種種數以上

的圖書（行政院新聞局，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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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將根據 2004 年出版年鑑所統計的圖書出版業者，篩檢出 2003

年中，位於台北市、並至少申請 ISBN 編號 4 個號碼以上之出版社，扣除政府機

關、學校、基金會、個人及已停業（2004 年未出書者）的出版社數目後，共計

有 494 家出版社。

由於本研究以組織為單位，因此針對研究範圍內的出版社以郵寄的方式各發

出一份問卷；並預計於一週後針對未回覆之業者進行電話催收與再次寄發問卷，

以增加回收率及樣本數。問卷填答的對象，則因問卷內容的設計由主管填答較為

妥適，因此將要求由出版社內中高階主管填答（即由主編、總編以上之層級進行

填答）。所得資料將以描述統計與相關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整理與分析。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節針對本研究欲使用之研究方法進行說明，會運用到的研究方法包括：資

料分析、問卷調查以及深度訪談法。

一、資料分析法

資料或文件是一種準觀察工具，通常用於追蹤或探索性研究，以補充其他研

究方法，如觀察法或訪談法的不足，資料通常可分為正式文件、私人文件、數量

紀錄及問卷等四大類（黃瑞琴，1991）。資料分析法是以相關領域的理論文獻為

研究基礎，再針對研究主題各種相關資料進行收集、研讀及分析，以從資料內容

中獲得研究問題之答案（廖元祺，2001；曾柏升，2003）。

本研究將以資料分析的方式，針對台灣圖書出版產業的產業概況與市場環

境，進行分析與整理，除現有之期刊論文資料外，並輔以官方出版品、統計資料

與相關研討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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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調查法

以調查研究法（survey research）作為調查工具，主要的優點是它可以用來

調查真實環境下發生的問題，避免人為環境下產生的實驗誤差，另外，它也可以

從不同人士中採集大量資料，且不受地理疆域的限制，而節省研究成本也是調查

研究的一大優點（Wimmer & Dominick, 1991）。

調查研究蒐集資料的方式有：郵寄問卷、電話調查、親身訪問、團體自填，

以及新興的網路問卷；網路問卷調查法又包括了電子郵件調查法或全球資訊網填

答法（林呈達，2002）。周倩、林華（1997）指出網路問卷調查法主要有下列七

項優點：降低遞送成本、傳遞快速、確知傳遞狀況、減少時間限制、彈性作答、

提供受訪者與研究者之間方便的溝通管道、與節省紙張耗費。雖然網路越來越普

及，但是網路問卷並無法完全取代其他調查方法，它仍有其限制存在：目標受訪

者必須是網路使用者；網路問卷完全依賴電腦網路科技，因此容易出現一些技術

性問題；目標受訪者人為因素上的限制；以及研究者在網路使用及操作能力上的

要求（周倩、林華，1997；林呈達，2002）。

本研究針對影響台灣圖書出版業組織創新程度之決定因素，參考相關文獻整

理，將以問卷調查法為主要研究方式，並考慮到網路問卷在技術上的限制，因此

將問卷以郵寄的方式寄發給研究對象，即 2003 年中位於台北市、並至少申請

ISBN 編號 4 個號碼以上之出版社，其中並扣除政府機關、學校、基金會、個人

及已停業（2004 年未出書者）的出版社，並於一週後針對未回覆之業者進行電

話催收與再次寄發問卷，以達到增加回收率及樣本數之目的。再根據問卷資料以

描述統計、相關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與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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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問卷設計

在問卷的設計上，由於組織創新的衡量具有多目標、不易衡量、模糊性及涉

及到認知行為等特性 （莊立民，2002），因此欲建構一套完整的衡量工具並不容

易，許多關於組織創新的實証研究，都因其研究取向與研究焦點的不同，而採用

或發展出不同的量表。

本研究經過第二章的文獻探討，根據各學者的研究以及量表的篩檢，依 Daft

（1978）的觀點，將組織創新區分為「管理創新」與「技術創新」兩個主要構面，

並將「技術創新」分為「產品創新」與「製程創新」，將「管理創新」依個人、

組織與環境三大變項，綜合整理分為「組織創新氣候」、「組織結構與制度創新」、

「組織環境、行銷與策略創新」三個子構面。該兩大構面主要的衡量問項綜合列

於下表中（表 3-1，3-2，3-3，3-4），每個題項皆以 Likert 七點量表來測量，每個

題項的計分方式，正向題從「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分別為 1 到 7 分，反

向題則採反向計分，從「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分別為 7 到 1 分。

首先在技術創新的構面上，皆為正向題。得分加總後，得分越高者，其組織

的技術層面創新程度較高。

表 3-1 技術創新之衡量變項

衡量面向 題項

1. 本公司之產品開發與設計技術能力較同行強

2. 本公司有相當高的利潤來自新開發的產品或服務

3. 本公司的產品或新技術在市場上創造出許多商機

4. 本公司在產品創新方面是相當有名的

產品創新

5. 本公司能推出豐富而多樣化的產品

6. 本公司經常引進一些可以改善製程或作業流程的新技術

7. 本公司推出產品的成本較競爭者低

製程創新

8. 本公司能在短時間內調整生產的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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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公司能依顧客臨時需求，彈性且快速的生產和交貨

10.本公司會添購新的工具或設備，對生產或工作效率的提高很有

助益

資料來源：修正自蔡啟通（1997）；莊立民（2002）。

在管理創新中，組織創新氣候這個子構面的衡量上，將主管支持與鼓勵的變

項重新納入工作環境創造力的構面之中，因此主要分為兩個方面，一為「個人創

造力」的部分，題項為第 1 至 3 題；另一部份則為「工作環境創造力」，題項為

第 4 至 15 題。除了第 3，12，14 題屬於反向題，以反向方式計分外，其餘皆為

正向題。得分加總，越高分者，其組織氣候之創新程度越高。

表 3-2 組織創新氣候之衡量變項

衡量面向 題項

1. 本公司同仁能夠產生許多新的意念及做法

2. 本公司同仁經常能找到一些變通的辦法來解決問題

個人創造力

3. 本公司同仁在工作時較喜歡有具體指示，而較不喜歡自

己決定細節（反向）

4. 我覺得本公司歡迎、接納不同的聲音

5. 團隊成員經常互相討論並產生新想法

6. 我覺得部門中有自由開放的溝通氣氛

7. 員工經常因提出創意想法而得到肯定與獎勵

8. 上司經常帶領員工腦力激盪

9. 上司經常給員工讚美與鼓勵

10. 我能得到工作上所需資源

11. 我覺得工作能讓我發揮潛能、接受挑戰

12. 我覺得本公司作風保守（反向）

13. 本公司能提供寬裕的資源，讓員工從事創新活動

14. 本公司同仁們每天的工作負擔很重（反向）

工作環境創造力

15. 我有權利決定是否主動運用新技術、新方法來實現自己

的方案

資料來源：修正自 Amabile, et al.（1996）；蔡啟通（1997）；張莉惠（2001）；
莊立民（2002）。

在組織結構與制度的構面上，分別在衡量組織的正式化、專業化與集權化的

程度，以及組織的管理層面相關的制度。其中「集權化」的衡量，相關題項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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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題，得分越高，組織的集權化程度越小；「正式化」的衡量則為第 4 及 10

題，得分越高，其正式化程度越高；「專業化」的相關題項為第 1 與 9 題，得分

越高，其專業化程度越高。組織制度創新的部分則是參考莊立民（2002）的衡量

變項，關注於組織制度的領導與溝通、資源、人力徵選、績效評估、財務控制等

管理層面的問項，相關題項為第 5 至 8 題，得分越高，其組織制度的創新程度越

高。四個面向的得分加總，得分越高者，在組織結構與制度的衡量構面上之創新

程度越高。

表 3-3 組織結構與制度之衡量變項

衡量面向 題項

1. 本公司擁有許多不同的專業部門及專業人才專業化

9. 本公司會配合環境需求，變更各部門的專業分工

2. 基層主管有機會參與公司決策集權化

3. 本公司授權員工在大多數事情上可以自己做決定

4. 員工需遵循嚴格的作業程序正式化

10. 在一般情況下，員工處理事務時都有明確的程序可以遵循

5. 本公司採開放的溝通環境與良好的溝通管道

6. 本公司主管會應用新的管理方式，領導並結合成員力量來

完成任務

7. 本公司採用新的績效評估方式，能正確評估員工的貢獻度

組織制度

8. 本公司採用新的財務控制系統，能有效檢視實際績效與目

標差距

資料來源：修正自 Hage & Aiken（1970）；許碧芬（1995）；蔡啟通（1997）；
莊立民（2002）。

在行銷、策略及組織環境的變項上，除第 3 題以反向題計分外，皆以正向題

的方式計分，總分得分越高者，其組織在行銷策略方面的創新程度越高。

表 3-4 組織環境與行銷、策略創新之衡量變項

衡量面向 題項

1. 本公司在廣告創新方面相當有名行銷創新

2. 與競爭者相比，本公司的行銷活動是相當創新導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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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公司在拓展通路上的步伐落後競爭對手很多（反向）

4. 在去年（2003 年）中本公司有很高的行銷預算運用在新

的行銷活動上（包含新廣告、新通路）

5. 本公司重視顧客關係管理

6. 本公司能因應外部環境、掌握市場機會

7. 本公司能掌握競爭對手的做法，且採取適當的因應策略

8. 本公司具有建構與管理國際通路之經驗或能力（如：開

發大陸、歐美市場）

9. 本公司擁有建立及提升國際性品牌之經驗或能力（如：

開發大陸、歐美市場）

環境與策略創新

10. 政府對出版業者創新的相關輔導程度越多，本公司越願

意進行創新

資料來源：修正自莊立民（2002）；邱琪瑄、黃宗仁（2004）。

(二) 問卷信度與效度

一般判斷問卷測量品質，最常用的方法是估計測量的信度（reliability）與效

度（validity）。信度是測量結果的一致性或穩定性，而效度則是指測量工具確能

測得其所預測量的特質之程度。本研究採用「內部一致性」的信度指標，用

Cronbach’s α係數值來測量問卷的信度；而效度則以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

來衡量。

在信度上，Cronbach’s α值目的在測量題目之間的同質性，此係數值越高，

該測量工具的可信度越高，一般而言， Cronbach’s α值以 0.7 以上為佳（表 3-5）。

表 3-5 Cronbach’s α係數值標準

       Cronbach’s α值 ＜0.3 不可信

0.3 ≦Cronbach’s α值 ＜0.4 勉強可信

0.4 ≦Cronbach’s α值 ＜0.5 可信

0.5 ≦Cronbach’s α值 ＜0.7 很可信

0.7 ≦Cronbach’s α值 ＜0.9 很可信

0.9 ≦Cronbach’s α值 十分可信

資料來源：吳統雄（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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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問卷經過信度分析之後，在整體信度上，Cronbach’s α值達到 0.9480；

主要的兩大構面，技術創新與管理創新，Cronbach’s α值也都分別達到 0.8302 與

0.9394；此外，問卷中各子構面的信度，除「員工個人創造力」與「正式化」的

信度較低外，其餘構面的Cronbach’s α值幾乎都在 0.6 到 0.9，可見本研究之問卷

內部一致性極高，具有相當的可信度（表 3-6）。

此外，本研究係根基於許多專家及學者的文獻資料及研究結果綜合整理之問

卷，因此在內容題項上具有一定程度的有效性，具有不錯的內容效度。

表 3-6 本研究問卷各構面信度值

各構面 信度（α係數） 調整後之信度

整體信度 0.9432 0.9480
技術創新 0.8227 0.8302

產品創新 0.7998 0.8108
製程創新 0.7615 0.7604

管理創新 0.9335 0.9394
組織氣候 0.8760 0.8936

員工個人創造力 0.3967 0.4630
工作環境創造力 0.8716 0.8907

組織結構與制度 0.8665 0.8688
集權化 0.8015 0.8036
專業化 0.6273 0.6312
正式化 0.3031 0.3056
組織制度 0.8511 0.8491

組織環境、行銷與策略創新 0.8253 0.8237
行銷創新 0.7000 0.6881
環境與策略創新 0.7653 0.761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深度訪談法

在質化研究中，常運用到深度訪談的研究方式，它與一般會話（conver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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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除了研究者所欲取得的研究問題的答案外，它亦能引導並察覺受訪者隱藏

之態度或信念（Berger, 1991），也就是採取「非結構式」的訪談，它的目標不是

要受訪者選擇事先設計好的問題的答案，而是去引導受訪者思考研究者提出的問

題，提出更多可用於分析的資料與細節描述（Lofland, 1971；徐宜君，2003）。

本研究中，為更深入了解現行圖書出版產業中，業者對於自身產業及組織的

發展概況，以及其對創新的認識、運用程度與可能遭遇的困難，並進一步補充與

詮釋問卷結果，本研究擬以問卷調查的結果為基礎，針對業者互相推薦、認為具

有一定創新成效的公司，進行個案的分析與深度訪談。

(一) 訪談對象

由於本研究之問卷採匿名調查，並不易於回收之有限問卷中判斷業者確切之

創新成效，且為能適切補充產業資訊與創新現況，本研究以問卷調查為基礎，並

輔以所能收集到的相關資訊，於台灣地區台北市的出版業者中，根據問卷資料中

業者互相推薦的結果，選出具有一定創新成效以及實際上有進行創新活動之業

者，並以對於組織與產業有一定了解與決策程度的中高階主管（如：總編、網路、

行銷部門主管、出版社負責人等）為對象，進行深度訪談，以了解業者對於創新

的認知、創新在出版業實際應用的情形、影響圖書出版業創新程度的因素、與所

遭遇的困難。

根據問卷中各業者推薦的結果，以大塊文化、天下文化、遠流出版、時報文

化、格林出版、商周出版，及城邦出版集團，為各出版同業認為創新較具成效的

公司。其中格林出版及商周出版，皆為城邦出版集團旗下的出版社，因此，在深

訪的對象上，便直接針對城邦出版集團的平台進行訪談。

經過多次電話、傳真聯繫之後，大塊文化以中高階主管業務繁忙為由婉拒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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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天下遠見出版公司則以公司政策低調、且非上市上櫃公司為由，婉拒任何形

式的訪談。因此，成功訪談的對象有城邦出版集團、遠流出版公司以及時報文化

出版公司，面談時間約為四十分鐘至二小時左右。受訪對象、被同業推薦次數與

訪談時間如表 3-7 所示。

表 3-7 訪談對象

受訪者 出版社（推薦次數） 職務 訪談方式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李傳理 遠流文化出版公司（6） 總經理 面訪 2005 年 1

月 11 日

約 2 小時

林馨琴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4） 總編輯 面訪 2005 年 1

月 11 日

約 40 分鐘

薛良凱 城邦出版集團（8） 網路事業

部經理

面訪 2005 年 1

月 4 日

約 1 小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訪談題綱設計

根據本研究目的，對於業者的深度訪談大綱如下：

1.貴公司對創新的認知及定義為何？

2.您認為貴公司在哪些方面創新較有成效？（如：產品規劃、行銷通路、品牌、

或經營管理層面？）

3.（續上題）貴公司從事這些創新活動的動機為何？進行中是否遭遇困難？如

何順利推動？是否達到預期目的？

4.您認為從事創新所需的條件為何？

5.您認為台灣出版業在近幾年來有無重大的創新事件？若無，為什麼？

6.您認為影響出版產業創新程度的主要因素有哪些？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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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請貴公司在創新的推動上，提供有心從事創新的出版同業一些建議。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針對影響圖書出版業組織創新程度的決策因素，做理論的整理與產業

的調查，以使圖書出版業者能夠透過本研究之結論，了解哪些決定因素對創新程

度的解釋力最大，以及了解從事創新對企業帶來的成效為何，使之進行企業的自

我診斷，了解其自身組織是否應進行創新、從哪些方面進行創新，使圖書出版產

業能夠永續經營、持續成長。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產品創新

製程創新

組織創新氣候

組織環境、行銷

與策略

組織結構與制度

創
新
程
度

技
術
創
新

管
理
創
新

圖 3-1 本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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