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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旨在發展我國餐旅高等教育評鑑指標架構與內涵，採質量

兼備之研究方法。質化研究方面，以檔分析法探討高等教育評鑑理論、

教育評鑑指標理論、英國、美國等先進國家之餐旅高等教育評鑑制度

發展趨勢與指標內涵，以作為建構我國餐旅高等教育學門評鑑指標之

重要參考，並據以發展餐旅學門評鑑指標架構與內涵之初稿。續而透

過焦點訪談法，邀請教育評鑑專家、餐旅教育學者、餐旅業界代表以

及餐旅官方代表等，確認本研究所擬定之餐旅學門評鑑指標架構與內

涵。再者，比較不同背景之專家對於餐旅學門評鑑指標看法之差異。 

 

    量化研究方面，則依焦點團體之研究結果，據以發展層級分析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問卷進行考驗分析，進行層級分析之專

家問卷調查法，針對參與本研究質化之焦點團體會議之學者專家進行

意見調查，目的在瞭解學者專家對於本研究所建構之評鑑層面中，針

對「指標重要性的排序」作意見勾選與表達。經過匯整與資料統計後，

以確認本研究之「餐旅高等教育學門評鑑指標」之權重分配。 

     

    茲針對研究方法、研究架構、研究工具、研究對象、資料分析、

研究實施以及研究流程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發展我國合宜的餐旅高等教育評鑑指標架構與內涵，

並研擬餐旅學門評鑑指標之權重分配。? 達此研究目的，本研究採質

化與量化兼具之研究方法。質化部份透過焦點團體法，建構與確認餐

旅學門評鑑指標架構與內涵。 

    量化研究可獲得大量樣本之資料，並驗證有限因果間的關係。?

瞭解質化研究所建構之評鑑指標架構中，兩兩評鑑指標間的關係，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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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權重之分配，本研究透過量化方法蒐集資料，以瞭解餐旅領域中之

學者專家對於評鑑指標權重之意見與意見差異之分析。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採先質後量之方法，詳述如下： 

 

一、焦點團體法（focus group） 

 

所謂「焦點團體法」是研究者將訪談法的技巧，運用在團體的情

境，並投過團體互動的過程，來達到研究資料收集的目的。所收集的

資料，便是以團體間互動討論的言詞內容為核心，互動讓團體成員能

夠有相當程度的「參與」，並能有所謂「即興反應」的效果，使他們用

「自然習慣」的語言（潘淑滿，2003）。 

 

本研究採用焦點團體法進行「餐旅高等教育之評鑑指標項目」的

檢視，會議中以文件內容分析法所建構之評鑑指標初稿及評鑑架構圖

做為討論依據，並逐一檢視每個評鑑指標項目與架構的合適性。 

 

焦點團體之取樣重點不在於樣本之大小，而在於是否為資訊豐富

之個案，本研究以立意取樣方法尋得符合研究目的，且能充分代表研

究現象、提供豐富資訊，不同特質之研究樣本。研究小組首先透過人

脈關係，經他人推薦或介紹尋得與會者名單，經電話詢問邀約，並說

明研究目的與訪談說明，在獲得對方應允後，先寄發本研究經檔分析

所擬定之評鑑指標架構初稿，請與會專家學者事先對於會議中目的有

一清楚之概況，並思考所要提出之意見或討論議題。 

 

本研究焦點團體成員性質為餐旅領域之產官學界與評鑑專家，基

於區域上的差異以及全體聚集不易的考量下。本研究採分區召開方

式，於高雄、台中以及臺北各舉行一場之焦點團體會議，三場焦點團

體會議共計邀請教育評鑑專家 1人、餐旅教育學者 22人、餐旅業界代

表各 9人，餐旅觀光官方代表 2人，專家書面審查 3位，共 37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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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中透過意見表達與對話，並將每場次學者專家於會議中的討論內容

全程錄音，並謄寫成逐字稿，三場焦點團體逐字稿，請見附錄一。將

焦點團體中學者專家之意見與建議彙整，以進行質性資料與分析。其

目的有二：（一）瞭解與會學者專家對於本研究所發展評鑑指標內涵之

外的補充意見。（二）比較分析不同區域、不同背景之學者專家，對於

評鑑指標內涵之意見差異。上述資料分析之後，據以作為修正餐旅學

門評鑑指標內涵之依據。 

研究小組經過彙整與分析之質性資料，邀請曾經參與上述北、中、

南三場焦點團體會議之學者專家各ㄧ人，進行會議資料之三角檢證

（cross-check），以排除研究者主觀之想法，並確認內容之正確性。並

據以修正指標架構與內涵。 

 
二、層級分析問卷調查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 

     

    量化方法為接續質化研究所獲得之結果與共識，建構餐旅學門評

鑑指標內涵。透過量化之方式，以計算指標間之權重分配。為達上述

目的，採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進行指標權

重之分配，說明如下： 

 

（一）層級分析法之意涵 

 

階層分析法係由 Thomas Saaty於 1970年所發展出一套階層回歸

分析方法，主要是進行要素間的階層發展與效度考驗。其內涵乃將研

究之複雜系統分解為簡明的要素階層系統，經過評比，找尋各階層各

要素間的權重，再加以綜合而成（郭昭佑，2001）。階層分析法的操作

流程，是先將一個綜合體細分，將一個未組織的狀況分成若干成分，

在將這些部分予以安排，並進入一個階層的順序。 

 

層級分析法的主要目的，在於協助決策者面臨複雜或是模糊問題

時，能將複雜問題予以系統化，由不同層面給予層級分解，透過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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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加以綜合評估，使得決策者得以在結構化的思考下剖析問題，進

而解決問題（鄧振源、曾國雄，1989）。 

 

Saaty認為（1980），層級結構乃是將問題系統所認定之本質，組

合成若干個互斥的組合（dosjoint sets），以及上下隸屬（dominated）

的層級關係。並假設每ㄧ層級的任一組合只受上ㄧ層級的影響，同層

級的組合彼此互斥，因素與因素之間相互獨立。 

 

（二）層級分析法之步驟流程 

 

AHP基於三個原則所建構：1.建構層級的原則；2.發展比重的原

則；3.邏輯一致性的原則。AHP進行的步驟如下（Saaty, 1980；段賢

麟，2001；Badri, 2004）： 

 

（一）定義評估問題與影響要素：問題必須明確界定，才不致產生偏

差。問題定義後，宜確認影響問題的要素，此部分可以文獻探討、

腦力激盪、或德懷術等方式實施。 

 

（二）建立階層關係：根據各要素間的獨立性、相關程度及其對整個

系統的影響劃分階層，階層多寡視問題分析所需而定，如果問題

複雜，則需垂直延伸劃分為多個階層。每一個階層或子階層所包

含的要素個數，最好不要超過七個。 

（三） 建立成對比較矩陣：為確立各要素的優先次序，應先在每一階

層中設定一個對偶比較矩陣（Reciporocal Matrix），以做為兩兩

比較的依據。AHP採名目尺度為成對比較評估方式，其名目尺度

劃分為等強、稍強、強、很強、極強等五項、計九個相對強度比

較。而在實際比較評估時，則將名目尺度轉換為比例尺度，分別

給予1至9之比重。 

 

（四） 專家意見表達：將上述成對比較矩陣化為問卷形式，並進行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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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指標間的比較，求出各因素間的特徵向量（Eigenvector），代

表專家對兩兩要素間之相對強度予以比重判斷。 

 

（五） 特徵向量計算與一致性檢定：特徵向量方法計算成對比較矩陣

各要素間之相對權重後，再以極大化特徵值（Maximized Eigen 

Value）評量成對矩陣之λmax，評估對偶比較矩陣是否具有一致

性，若一致性結果符合邏輯標準時，則可以根據所得之優先順序

作為決策之參考。 

 

（六） 提供決策資訊：經上述階層結構化求出各階層各要素間的相對

權重值，並通過一致性檢定後，即可將結果提供給決策者參考。 

     

（三）層級分析法的評估尺度 

     

    層級分析法的估量尺度共分為五項，其意義分別為「同等重要」、

「稍重要」、「頗重要」、「極重要」與「絕對重要」。為計算方便起見，

將這五項名目尺度轉為比例尺度，分別以 1,3,5,7,9表示這五個比例尺

度值意義說明如下： 

 

1. 當決策者選擇 3時，表前項較後項稍微重要。 

2. 當決策者選擇 5時，表前項較後項比較重要。 

3. 當決策者選擇 7時，表前項較後項重要。 

4. 當決策者選擇 9時，表前項較後項非常重要。 

5. 當決策者選擇之倒數時，表示後項較前項重要。 

 

    為了更精確起見，在每個尺度間分別插入四個尺度，分別介於上

述五個尺度間，共計九個尺度，分別賦予 1~1/9的評點，這 9個尺度

之說明如下： 
 

表 3-1 AHP對偶比例之尺度與比例尺對照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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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點               尺度說明 

1               等弱 

1/2             等弱與稍弱間 

1/3             稍弱 

1/4             稍強與弱間 

1/5             弱 

1/6             弱與極弱間 

1/7             極弱 

1/8             極弱與絕弱間 

1/9             絕弱 

資料來源：“The analystic hierarchy process”(pp.220), by  

 T. L. Satty,1980, New York: McGraw-Hill.     

       

  本研究針對焦點團體會議所確認之「餐旅高等教育評鑑指標」之

評鑑標準與評鑑層面，編製成 AHP調查問卷，問卷中每一指標階層中

設定一個對偶比較矩陣，以做為兩兩比較的依據。本問卷將名目尺度

轉換為比例尺度，分別給予 1至 9之比重。本研究所發展之 AHP問卷，

於 95年 6~7月間採郵寄方式，發送至餐旅產業界代表 8人、餐旅觀

光政府官員 2人、大學校院餐旅科系教師代表 24人，共計 34人。問

卷主要目的為請學者專家針對兩兩評鑑指標間之相對強度作比重判斷

之勾選。 

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為了解本研究層? 分析問卷之填答者，對於評鑑指標權重之意見

上有無差異，故進行差異性考驗。 

（一）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係檢驗單一因子變數（自變數，三個或三個以上的類別）不同組

別之間在依變項的平均數分配，是否有顯著差異。即使用該獨立變數

為解釋因素為解釋因素，對於依變項變異數的解釋，是否達到統計上

的解釋效果（邱皓政，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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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時，係以本研究層? 分析問卷之填答內涵

為主，以進行填答者意見之差異性考驗。將層? 分析問卷之對象，依

背景之不同分成「餐旅教育學者」、「餐旅業者」以及「餐旅官方代表」

等三組。針對三組專家對於指標權重之意見進行平均數之差異檢驗。 

    由於本研究所使用的自變項只有一個，即「不同背景之專家學

者」，而依變項為「檢驗不同專家學者間看法之差異」，是以進行「獨

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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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研究架構   

 

    為了探究我國合宜高等教育餐旅學門評鑑指標與權重分配，本研

究藉由分析評鑑專家、餐旅業產官學界代表之觀點，結合質化與量化

研究方法，包括焦點團體法、層? 分析法等，分析與發展餐旅學門評

鑑指標架構與內函，並確認各指標層級之權重分配。研究結果以作為

餐旅相關系所自我評鑑之參考。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設計之架構如

圖 3-1所示： 

      

 

      

 

 

 

 
 
 
 
 
 

 圖3-1  研究架構 

 
 
 
 

研究參與者 

 

◎ 評鑑專家 

◎ 餐旅業界代表 

◎ 餐旅教育者 

◎ 餐旅官方代表 

餐旅學門評鑑架構 

 

ñ第一層?：評鑑標準 
ñ第二層?：評鑑層面 
ñ第三層面：評鑑指標 

餐旅學門評鑑內涵 

 

各層級評鑑指標項目 

之描述 

餐旅學門評鑑指標權重分配 

 

ñ第一層級各指標之權重百分比與排序 
ñ第二層級各指標之權重百分比與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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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先質後量之研究方法，依研究過程之先後順序，說明蒐

集資料之工具如下： 

 

壹、「餐旅高等教育學門評鑑指標建構」焦點團體會議之研究工具 

     

質化研究之目的，在於深度資料之描述，從訪談與資料分析中不

斷萃取出概念，以建構我國餐旅高等教育學門評鑑架構與內涵。茲說

明焦點團體會議之研究工具架構與內涵如下： 

 

一、餐旅高等教育學門評鑑指標架構分析  

     

    本研究在指導教授所帶領之研究團隊下，根據國內外相關文獻與

理論，參酌國內外目前所進行之高教餐旅學門評鑑手冊與執行概況進

行分析。茲就本研究所蒐集之美國、英國及台灣的學門評鑑資料作一

說明如下： 

（一）美國學門評鑑資料 

    美國高等教育評鑑制度之主體為認可制度，認可之目的在提供高

等教育品質保證，而美國執行高等教育評鑑認可之組織為教育部

（USDE）以及高等教育認可委員會（CHEA）。 

    基於美國高等教育評鑑之特性，高教評鑑指標蒐集上，首先參閱

美國教育部以及CHEA網站，蒐集有關評鑑指標之範疇與內涵。 

    再者，由於本研究探討之重點為「餐旅學門評鑑」，在認可制度盛

行之美國，各專業學門組織眾多，且具有餐旅學門之認可組織—美國

「旅館、餐廳與機構教育委員會，CHRIE」，其下的「餐旅管理方案認

可委員會」（ACPHA）具有完整之認可內涵與實施流程。是以的評鑑

手冊為本研究重要的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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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國品質保證局(QAA)評鑑手冊 

   英國執行餐旅高等教育學門評鑑之機構為「品質保證局」（QAA），

在評鑑手冊中將英國高等教育各學系之學門評鑑規範規劃成各單位

（unit）中詳細敘述，而餐旅、觀光、休閒學系規範於該手冊之Unit 25

中。 

 

三、台灣高等教育評鑑手冊 

國內甫成立之「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台灣評鑑

協會」，分別對於國內大學以及科技大學系所進行評鑑，由於本研究之

目的為探討學門評鑑指標，是以本研究以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基金會所規劃之「九十六年大學院校系所評鑑手冊」，以及「96年度科

技大學系所評鑑手冊」為質化研究之工具。 

 

    在探究ACPHA的認可手冊中，發現ACPHA為受美國教育部管轄，

並透過國家所發展之評鑑規準來規劃其認可工作，具有與中央同ㄧ規

準，是以在評鑑指標的分析上，美國ACPHA雖為一私人機構，且與

QAA、「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台灣評鑑協會」之機構

性質不對等，但ACPHA之精神源自於美國教育部之高教評鑑規範，以

及高等教育法案，實質上均為「代表」政府執行高等教育評鑑工作。

是以本研究在美國餐旅學門評鑑指標比較上，將ACPHA之評鑑手冊納

入參考。 

 

綜合上述文獻資料，研究團隊經過多次討論與修訂，研擬完成「餐

旅高等教育學門評鑑指標架構與內涵」之初稿。指標架構初稿中，建

構三個層級之評鑑指標架構，第一層級指標為「評鑑標準」（evaluation 

standards）共7項，下轄21個第二層級指標。第二層級之指標為「評鑑

層面」（evaluation dimension），下轄106個第三層級指標。第三層級之

指標為「評鑑指標」（evaluation indicators），每個指標項目中，可能包

含數個次指標項目。本研究所建構之「餐旅高等教育學門評鑑指標架

構」，說明如圖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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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之內涵說明 

 

依據上述之研究工具架構，本研究團隊初步擬訂餐旅高等教育學

門評鑑指標，其內容包括七個指標（即評鑑標準），這七個指標分別為：

系所設立目標與自我改善(Objectives and self-improvement)、課程

(Curricula)、教學與學習(Teaching and learning)、資源(Resources)、教

師(Faculty)、學生(Student)行政管理(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第二

層級指標及第三級指標項下又有若干個次級指標。關於各層級指標內

涵，歸納整理如下： 

     

    ? 研究所建構之餐旅高等教育學門評鑑指標架構與內涵初稿，將

作為焦點團體會議之討論議題內涵，屆時將邀集學門評鑑專家、餐旅

業界產官學界代表與會，透過對話的方式，逐一檢視指標架構與指標

項目的合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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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及目標 

課程 

教學與學習 

資源 

教師 

學生 

行政管理 

系所願景、任及目標 

學生管理 

行政運作 

畢業生成就 

學術研究 

在校生成就 

資源管理 

師資 

推廣服務 

自我改善 

教學與研究資源 

教學與研究空間 

預期學習成果 

課程內涵 

發展計畫與特色 

課程設計 

教學方法與教學活動 

教學品質 

學習輔導 

評量 

財務管理 

          圖 3-2餐旅學門評鑑指標架構圖 

指標項目1~17 

指標項目 18~26 

指標項目 27~45 

指標項目 46~59 

指標項目 60~79 

指標項目 80~90 

指標項目 9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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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餐旅高等教育學門評鑑指標相對權重調查」之層級分析問卷 

     

    為確認各評鑑指標層面之權重分配，採層級分析問卷調查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 AHP）。「餐旅高等教育學門評鑑指標相對

權重調查」問卷內涵，係根據質化研究--北中南三場次的焦點團體會議

對於「餐旅高等教育評鑑指標」之內涵架構的分析修正設計而成。 

     

    該問卷係以焦點團體所建構之七項第一層級評鑑標準，做為評定

題目之分野，故本問卷共有七道題目供學者專家作評定。每ㄧ道題目

中係以同ㄧ評鑑標準項下之若干個評鑑標層面，設計成為一個評定題

目以供本研究參與評定之學者專家填答，問卷形式如附錄一所示。 

     

    問卷以九點量表形式呈現，從9:1至1:9共17個選項，請參與之專家

依次進行指標間兩兩成對比較。針對同一層面的指標中，將兩兩評鑑

指標設計成為一對偶比較矩陣。 

     

    除上述九點量表外，每ㄧ題末設計「其他建議」欄，供填答之學

者專家作抒發意見，以廣泛蒐集意見，有助於資料分析之豐富性。本

研究層? 分析問卷架構，請見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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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節 研究對象 
 

    教育評鑑逐漸走向專業化的腳步，而為達評鑑專業化之目的，在

評鑑過程中，需有不同的專家意見之投入，方能使評鑑作有價值且有

效的溝通，以促進評鑑目的之達成（黃光雄，2005）。同時評鑑學者主

張在方案評鑑時，評鑑小組應同時囊括學者專家以及專業領域之實務

工作者，以確保所培育的人才確實符合社會之需求。本研究參酌英美

實施學門評鑑之規準與流程，發現國外在實施餐旅學門評鑑或學門認

可時，其評鑑小組成員為嫻熟評鑑之專家、受評領域之學者以及受評

領域之業界資深人士，爰此，本研究為建構兼顧國際化及本土化評鑑

特色，邀集評鑑及餐旅領域之學者專家參與討論與對話，以建立共識

與結果。茲以研究進行順序之先後，說明本研究對象如下：  

     

    
壹、焦點團體與會專家 
     

    焦點訪談之與會者為重要之資訊提供者（informant），本研究挑選

參與焦點之學者與專家依據下列規準，說明如下： 

 

一、教育評鑑專家 

   

    教育評鑑專家為對整體國家之教育改革、品質提升以及教育評鑑

制度實施面向，具有豐富術涵養，並具有卓越貢獻之學者。參與本研

究之北部焦點團體之評鑑專家有一位，另有兩位因公務未能參與中部

及南部之焦點團體會議，故改成書面審查。是以參與本研究之評鑑專

家共計三名。 

  

二、嫺熟餐旅高等教育學系之系主任或教師 

     

   本研究首先就北中南三區域中，各大學校院餐旅相關學系為邀請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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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包含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輔仁大學、國立臺北護理學院、國立空

中大學、台灣觀光學院、靜宜大學、東海大學、中興大學、弘光科技

大學、明道管理學院、稻江管理學院、大仁科技大學、國立高雄餐旅

學院、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屏東科技大學等餐旅相關系所之系主任或

嫻熟評鑑過程之教師，共計 25位專家參與本研究之焦點團體會議。與

會之餐旅教育學者名單如表 3-2所示。 

 

三、餐旅產業界資深人士 

     

    以美國為例，美國餐旅學門認可機構 ACPHA 在實施學門認可

時，其認可小組之成員，除資深教師之外，亦有餐旅業界資深主管參

與其中（ACPHA Handbook,2005）。 

本研究邀請餐旅業界資深人士之背景分析：飯店資深人士 4人、

旅行業者 2人、休閒產業代表 1人、餐旅業工會代表 2人，共計 9人，

如表 3-2所示。 

 

四、政府單位主管 

     

    ? 研究希望從多元之參與者角度，廣泛蒐集其意見，以求資料分

析之深度。是以邀請從事於餐旅教育推廣工作之政府官員，從公領域

的角度來檢視本研究所發展之評鑑指標架構與內涵的合適性。本研究

共計邀請餐旅業界公部門之與會者共計 2人。  

 

  茲將本研究三場焦點團體會議所邀集之學者專家名單整理如表

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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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本研究焦點團體會議專家之背景分析   

專家性質 姓名 機構 職稱 
評鑑專家 吳清山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執行長 
 蕭錫錡 正修科技大學 講座教授 
 曾國鴻 美和技術學院 副校長 
餐旅教育學者 李青松 輔仁大學餐旅管理系 副教授 
 孫瑜華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發系 副教授 
 曹勝雄 國立嘉義大學休閒事業管理所 所長 
 許順旺 輔仁大學餐旅管理系 副教授 
 陳建和 國立臺北護理學院健旅所 所長 
 陳堯帝 國立空大生活科學系觀光學類 副教授 
 遊達榮 台灣觀光學院 教務長 
 黃韶顏 稻江管理學院 校長 
 吳政和 靜宜大學觀光學系 講師 
 沙荃 明道管理學院餐旅管理學系 系主任 
 侯錦雄 東海大學景觀系 教授 
 俞克元 弘光大學餐旅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孫路弘 東海大學餐旅管理學系 副教授 
 楊明青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系主任 
 黃正聰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副教授 
 歐聖榮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系 教授 
 李ㄧ民 大仁科技大學餐飲管理學系 系主任 
 容繼業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 校長 
 陳文聰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進修部 主任 
 黃榮鵬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旅運管理系 系主任 
 蘇衍綸 屏科大餐旅暨遊憩管理學系 副教授 
 劉修祥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觀光管理系 副教授 
 蔡長清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觀光管理系 副教授 
餐旅業界專家 王耳碧 圓山大飯店人力資源部 主任 
 陳宗岑 中華國際觀光教育學會 理事長 
 陳瑞倫 僑興旅行社 總經理 
 陳嘉隆 中華民國旅行業經理人協會 理事長 
 鄭禮寧 台中金典酒店 總經理 
 吳安國 雄獅旅行社高雄分公司 協理 
 李瑞峰 統懋大飯店 總經理 
 張煜焜 中信大飯店 總經理 
 吳滿財 劍湖山公司農場事業部 協理 
餐旅官方代表 賴靜平 臺北市政府觀委會 主任 
 曾國基 交通部觀光局國民旅遊組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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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經焦點團體會議彙整學者專家意見與質化資料分析後，建

構本研究之餐旅學門評鑑指標架構與內涵。並據以發展成層級分析問

卷，並進行專家意見調查，以廣泛徵詢餐旅學者專家之意見。 

 

壹、 層級分析問卷調查對象 

 

    層級分析問卷調查對象包括兩類：（一）? 研究利用焦點團體會議

建構完成「我國餐旅高等教育學門評鑑指標層級分析問卷」，為求取指

標間之權重分配，以參與本研究焦點團體會議之餐旅業界產官學界專

家為調查對象。其原因是經過參與焦點團體，學者專家對於本研究之

評鑑指標架構已有所瞭解，且與會之學者多為實際參與系所評鑑者，

是以對於評鑑指標重要程度。（二）餐旅業界代表，其原因在於依據國

外文件分析結果顯示，先進國家採取外部評鑑時，其評鑑小組織成員

除學者專家外，並有資深業界代表加入評鑑團隊，進行專業之學門評

鑑（CHRIE website,2006；QAA,2006）。是以本研究之層級分析問卷調

查，期能透過不同身分之餐旅界學者專家，充分蒐集意見。 

     

    ? 研究之層級分析問卷發放之時間為95年 6~7月間，共發放 34

位餐旅產官學界學者專家，經過一個月的回收時間，回收 34份，回收

率 100%，其中 3份為填答不完整者，故將之去除，有效問卷為 31份，

有效回收率為 91%。調查對象分析如表 3-3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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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3本研究層級分析問卷調查之有效問卷對象背景分析 

調查對象身分 人數 

餐旅教育界學者 22 

餐旅業界代表  7 

餐旅之官方代表  2 

共計 31 

 

 

 

                    

                  第五節 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質量兼具之研究方法，研究程式上採先質化後量化之順

序，以分析、發展與建構我國合宜之餐旅學門評鑑指標之內涵。 

 

一、質性分析 

 

（一）英美台評鑑文件 

 

為分析國外餐旅評鑑制度，以建構我國餐旅學門評鑑指標架構初

稿。本研究所分析之文件有英國 QAA之餐旅評鑑手冊、美國 ACPHA

餐旅學門認可手冊、台灣評鑑協會評鑑手冊、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評鑑

手冊等文件。在取得上述資料後，依先後順序說明分析方式： 

（一）蒐集英美餐旅學門評鑑或學門認可之相關文件，並將文件翻譯，

依照中文文法方式敘寫成本研究重要參考依據。 

 

（二）詳細閱讀與翻譯英美餐旅學門評鑑手冊後，以及我國目前所進

行之高等教育評鑑手冊，作出三國餐旅學門評鑑之比較分析表。從英

美餐旅學門評鑑規準中，對應我國之情形，因我國並未建立完整之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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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學門評鑑規準，是以透過國外情況之比較，以瞭解我國餐旅學門評

鑑未來該努力的方向。 

 

（三）進一步探討英美台三國餐旅學門評鑑指標內涵，並進行比較分

析。本研究試圖建構之評鑑架構有三層：第一層為評鑑標準，其分析

方式係將美英台三國之餐旅評鑑手冊及高教評鑑手冊中的評鑑標準取

其交集。架構第二層為建構評鑑層面，其依據為廣泛蒐集上述檔中，

屬於該評鑑標準中的評鑑項目，並將之歸為同一項目。第三層為評鑑

項目，其取決要點亦如評鑑層面之資料蒐集方式，在同一評鑑層面中，

羅列上述檔中的相關指標描述。本研究所建構之指標架構如圖 3-2所

示。 

 

（二）焦點訪談會議之資料分析 

    經過文件分析研擬餐旅學門評鑑指標架構初稿後，本研究召開焦

點訪談會議，藉由評鑑專家、餐旅領域之學者專家與會之討論與意見

發表，將會議內容全程錄音，並仔細反覆聽取錄音資料，整理成逐字

稿（見附錄一）。上述會議資料整理成逐字稿後，進行質性資料分析程

式如下： 

（一）謄寫逐字稿並檢核 

  三場焦點團體會議之錄音資料蒐集完畢後，研究小組先反覆聆聽

錄音內容，並進行資料謄打，彙整出各場次之文字稿。經過同樣參與

上述北、中、南三場焦點團體會議之工作小組成員之比對與確認，進

行所謂的資料之三角檢證（triangulation），以排除研究者主觀之想法，

並確認內容之正確性。 

     

（二）將逐字稿進行編碼 

  編碼方式如下：   

1.依焦點會議之場次將北、中、南三場焦點團體會議以 A、B、C三個

英文字母表示。 

 2.以數字 1,2,3等代表與會專家學者之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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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層級分析問卷之資料分析 

     
  層級分析問卷回收之後，先剔除漏題、未完整填答之問卷後，將

有效問卷以「專家選擇軟體」（Expert Choice）作為資料分析之電腦軟

體，其分析步驟如下： 

 

（一）建立分析用的成對比較矩陣 

     

    建立成對比較矩陣首要之處，是瞭解要素間相對的重要性，代表

重要性的數值分別為 1, 2, 3, 4, 5, 6, 7, 8, 9以及其倒數 

1/2, 1/3, 1/4, 1/5, 1/6, 1/7, 1/8, 1/9，以下述矩陣為例說明之： 

         

                A      B      C      D 

  

   A 

   B 

   C 

   D 

1       5      6      7 

1/5      1      4      6 

1/6     1/4      1     4 

1/7     1/6     1/4     1 

     

    依上述矩陣所示，若以橫行代表 1，縱行代表 2，座標「1,2」處

之值為「5」，則座標「2,1」 處為「1,2」之倒數，故其值為「1/5」，

其他各矩陣，之數值以此類推。 

 

（二）計算特徵向量值（eigenvector） 

     

    比較矩陣之數值填入後，接著要計算特徵向量值，特徵向量值之

計算方式有兩種，一為手算值，另ㄧ為輸入專家選擇軟體所跑出之數

值。特徵向量值即為該指標之「相對權重值」。若為手算，則方法如下： 

 

 



 113 

1    5    6    7 4.20            0.61 

1/5   1    4    6 計算出     1.48            0.24 

1/6  1/4   1    4  幾何平均數 0.64    標準化  0.10  

1/7  1/6  1/4   1 0.28            0.04 

 

（三）計算最大特徵值（λmax） 

     

    計算最大特徵值之計算方式，是將原評估矩陣乘以所得之特徵向

量值，獲得一新向量值，再將新向量值中的所有因素，除以原向量值

中的對應因素，再將總和除以因素個數，以求出最大特徵值。計算如

下： 

 

1    5    6    7 0.61            2.85 

1/5   1    4    6            0.24            1.11 

1/6  1/4   1    4      ×      0.10            0.47 

1/7  1/6  1/4   1 0.04            0.20 

 

?max=1/4（2.85/0.61＋1.11/0.24＋0.47/0.10＋0.20/0.04） 

      = 4.39 

 

（四）一致性檢定（C.I.）    

  

C.I.=（?max-n） /（n-1） 

C.I.=（4.39-4）/（4-1）=0.13 

  計算 C.I.值之臨界值為 0.1，若 C.I.值大於 0.1者，表示填答者在兩

兩成對判斷比較中，前後的看法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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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背景專家學者對評鑑指標看法差異性比較分析 

 
    本研究針對層? 分析問卷之專家意見內涵，進一步以獨立樣本
單因子差異性分析考驗。資料分析程序說明如下：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層? 分析問卷共計回收34份，其中剔除 3份填答不完整之

廢卷，共計有效問卷 31 份。各類專家人數統計如下；餐旅學者：22

人、餐旅業者 7人、餐旅官方代表 2人。 

以層級分析問卷為差異性分析之資料來源。每份填答問卷中，填

答者分別針對兩兩「9:1」、「8:1」、「7:1」、「6:1」、「5:1」、「4;1」、「3:1」、

「2:1」、「1:1」、「1:2」、「1:3」、「1:4」、「1:5」、「1:6」、「1:7」、「1:8」、

「1:9」的量尺中，勾選一比重，以代表填答者意見之量化表徵。 

 

（二）原始資料之分類 

    此部分研究之目的為分析不同背景專家對於評鑑指標看法之差異

分析。是以將填答者之背景分為「餐旅教育學者」、「餐旅業者」以及

「餐旅官方代表」三大類。並將每份問卷予以編碼。 

 

（三）計算平均值 

    由於層級分析問卷之填答方式，是以比例尺的方式勾選，而進行

差異性分析時，需輸入數值，是以將比例尺換算成小數如下： 

            9:1—9          1:9—0.11 

            8:1—8          1:8—0.125 

            7:1—7          1:7—0.142 

            6:1—6          1:6—0.167 

            5:1—5          1:5—0.20 

            4:1—4          1:4—0.25 

            3:1—3          1:3—0.33 

            2:1—2          1:2—0.5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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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輸入資料 

    將填答者之平均值換算後，將原始資料進行差異分析，並以SPSS 

13.0版之套裝軟體進行分析。資料輸入方式如下： 

1. 將自變項設定為「不同背景之專家」，依變項為「對評鑑指標之

看法」 

2. 將三類別之資料分別建檔。 

3. 將每份份問卷，分別依照指標架構之順序，即先輸入「評鑑標

準」之三組專家意見值，再就「評鑑層面」之三組專家意見值，

輸入每位專家的意見表達值。 

 
（五）進行統計分析 

    1.計算各組專家意見值之平均數。 

    2.進行各組專家間意見差異之分析。 

 

（六）結果分析 

    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差異性分析後，本研究將進行如下之結果分析： 

1. 分別檢視第一層級中之七項評鑑標準中，三組專家間的看法有

無差異。並作以下分析 

（1） 分析「系所設立目標與自我改善」指標中，三組專家間

的看法有無差異。 

（2） 分析「課程」指標中，三組專家間的看法有無差異。 

（3） 分析「教學與學習」指標中，三組專家間的看法有無差

異 

（4） 分析「資源」指標中，三組專家間的看法有無差異。 

（5） 分析「教師」指標中，三組專家間的看法有無差異。 

（6） 分析「學生」指標中，三組專家間的看法有無差異。 

（7） 分析「行政管理」指標中，三組專家間的看法有無差異。 

 
 
 



 116 

第六節  研究實施 
 

    基於本計劃之研究目的、研究內涵與國內外相關文獻理論的探

討，發展出餐旅學門評鑑指標之初步架構與模式。其次，藉由安排餐

旅評鑑精熟之產官學界專家學者舉行專家座談會議，目的在於修正餐

旅學門之評鑑指標項目與內涵。接著，將專家會議所確認之評鑑「標

準」與「層面」項目列入問卷調查的問項當中，並發送給任教於大學

校院餐旅相關科系之教師，用以確認評鑑標準與評鑑層面的必要性。

本研究實施與流程如下述： 

 

ㄧ、文獻探討法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法蒐集國內外餐旅學門評鑑實施之手冊、官方

資料、相關研究以及網站資源等，以作為文件分析之依據，並發展本

研究之餐旅學門評鑑指標之架構與內涵。 

 

二、發展餐旅高等教育學門評鑑指標架構之初稿 

    依據文件分析之結果，發展本研究之「餐旅高等教育學門評鑑指

標」架構之初步構想。 

 

三、召開焦點訪談會議 

    將研究所發展之餐旅高等教育學門評鑑指標架構初稿，作為焦點

訪談會議之主要討論資料，透過評鑑專家、餐旅領域之學者專家與會

之討論與意見發表，凝聚共識。 

 

四、彙整、分析與驗證焦點團體會議之紀錄 

將焦點訪談會議內容全程錄音，並整理成逐字稿，以進行訪談者

意見之比較。 

 

五、確認餐旅高等教育學門評鑑指標架構與內涵 

    將焦點訪談之討論內容進行質化分析，根據分析結果修正指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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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與內涵。並確認評鑑指標架構與內涵。 

 

六、發展「餐旅高等教育學門評鑑指標相對權重調查」層級分析問卷 

    本研究層級分析問卷內涵之依據，係根據質化研究--北中南三場

次的焦點團體會議對於「餐旅高等教育評鑑指標」之內涵架構的研擬

結果而設計。 

 

七、層級分析問卷回收之資料處理 

    本次調查共發出36份問卷，回收34份，經由研究小組經篩選刪除

未完成填答之問卷3份，總計可用之問卷為31份。再將31份問卷之原始

資料以Expert Choice 2000之軟體處理，以計算並統整出專家對於評鑑

指標權重之分配情形。 

 

八、建構餐旅高等教育學門評鑑指標第一層級第二層指標之權重分配  

    依據層? 分析結果，將第一層面 7項評鑑標準，以及第二層次之

20評鑑層面，各層面指標項目之權重分配進行分析與討論。 

 

九、進行不同背景專家對評鑑指標看法之差異分析  

    將層級分析問卷之填答者背景分成三種不同類別，針對中之專家

對於評鑑指標意見值，進行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十、撰寫研究報告 

    將焦點團體座談以及層? 分析問卷調查之結果加以整理與彙整

後，開始撰寫本研究之報告，作出結論與具體建議。 

 

? 研究之實施流程如圖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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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法 

 

召開焦點團體會議 

評鑑基本概念 

、模式與指標

之理論 

國外學門評鑑

制度之發展 
我國學門評鑑

制度發展 

建立餐旅高等教育學門評鑑指標內涵之初稿 

評鑑專家 餐旅學者 餐旅業界及官方代表 

確認餐旅高等教育學門評鑑指標架構與內涵 

          問卷回收與資料處理 

     進行不同背景專家對指標意見之差異性比較 

發展餐旅高等教育學門評鑑指標項目之層級分析調查問卷 

            正式施測層級分析問卷調查 

建構餐旅高等教育學門評鑑指標第一層級第二層指標之權重分配 

彙整並分析焦點訪談會議之紀錄 

 圖 3-3 本研究流程圖 

        歸納研究結論與撰寫研究建議 


	第一節研究方法
	第二節研究架構
	第三節研究工具
	第四節研究對象
	第五節資料分析
	第六節研究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