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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研究設計是一種如何去完成研究目標的計劃或作業的程序。關於

本研究，由於國內企業訓練線上學習成效評量之相關研究仍屬少數，

尚無法形成一完整的理論基礎。因此，本研究採用質化研究的取向，

透過個案訪談的方式來探索線上學習成效評量之相關議題，以達成本

研究之目的。 

  本章共分為五個章節，分別為研究方法、研究步驟、研究對象、

資料蒐集的工具、以及資料分析。 

 

第一節 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為了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用質化研究中的個案研究方法，以

個案訪談的方式進行多重個案資料的蒐集，並針對企業使用線上學習

的現況、企業如何進行線上學習成效評量、影響企業訓練線上學習成

效評量的原因為何、以及企業訓練線上學習成效評量的後設評鑑內涵

加以研究。 

  根據 Creswell（1998）的定義，質化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

是一種與傳統的研究方法有所區隔的研究過程，主要在探索社會的現

象或是人的問題。質化研究的進行，研究者主要的任務在於建立關於

研究主題完整的全貌（holistic picture），並藉由資料分析來報導資訊

提供者（informant）詳實的觀點，而研究主要是在自然的情境中進行

。此外，根據 Creswell（1998）的整理，質化研究的特徵是，質化研

究是一種在自然情境中，以研究者為主要的研究工具來蒐集研究對象

相關的文字記錄或圖片資料的方法，在資料分析的過程中研究者必需

獨自找出資料中參與者的意涵（the meaning of participants）所在，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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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令人信服的理由且使人印象深刻的方式來描述研究的成果。 

  個案研究是一種實徵性的探究，主要的目的在於探討某些當代的

現象，以及其所處的真實環境，特別是當這些現象與其所處的背景脈

絡間並不是有那麼明顯的區隔存在的時候。再者，個案研究所處的特

殊情境中，通常有許多令人感興趣的變項，因此，個案研究的進行，

必須依賴多重證據的資料來源，以達成資料的收斂（Yin, 1994；尚榮

安，2001）。 

在質化研究的使用策略方面，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法來進行，根據

Yin（1994）所述，當研究焦點包含了「如何」（how），以及「是什

麼」（what）的時候，是屬於探索性的研究，適合使用個案研究來進

行，故為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以質性研究中的個案研究法來進

行。 

 

二、研究信效度的確認 

  相較於量化研究者所追求的研究信效度，質化研究的嚴謹性與關

聯性是質的研究者所共同追求的，一個值得信任的質化研究，其執行

過程是精巧且重倫理的，而研究發現的呈現則應盡可能接近被研究者

的經驗（Steinmetz, 1991）。質化研究可信性及有效性的威脅主要來自

於研究者對研究場所的干擾、研究者偏差和被研究者偏差三種（

Lincoln & Guba, 1985）。張英陣（2000）歸納了幾種增進質化研究嚴

謹性的策略，分別是研究現場的長期投入、多元交叉法、同儕的參與

討論、被研究者的查核、反例分析和留下研究線索等六種。 

為提昇本研究的信效度，研究者所採取的具體作法如下： 

（一）信度 

  在質的研究中，信度的測試是為了確定研究資料來源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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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後續研究者如果完全遵循先前研究者所描述的研究程序，重新進

行相同的個案研究，是否能得到相似的研究發現與結論的過程（Yin, 

1994；王文科，1994）。本研究為提昇研究信度所採取的具體措施如

下： 

1、留下研究線索：在撰寫研究報告的同時，研究者除了研究發現

的呈現外，還必須留下詳細的研究步驟、訪談方式、資料記錄

、資料分析方式，以及文獻蒐集的來源，以做為後續研究者的

參考依據。 

2、同儕的參與討論：在逐字稿編碼分析的過程中，邀請同樣進行

質化研究的同學，針對研究者編碼的方式及邏輯，進行討論，

比較兩者間不同的看法及意見，以確保編碼分析的可信度。 

（二）效度 

質化研究的效度是指研究的描述、結論、解釋、詮釋，以及任何

其他說法的正確性或可信度。（高熏芳、林盈助、王向葵，2001）。本

研究為確保效度所採取的具體措施如下： 

1、多重資料來源：本研究除了透過與具有線上學習事務經驗的專

業人士訪談之外，並同時蒐集線上學習的相關研究與期刊論文

等資料，使研究證據有多重來源，以確定研究成果之有效性。 

2、受訪者的確認：在訪談完成後，將謄錄完成的逐字稿回覆給受

訪者確認，以確定逐字稿的描述能真實地表達受訪者的意思。 

3、專家檢核：研究的結果由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檢核其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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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步驟 

有鑑於國內公開發表的論文期刊中尚未有完整的企業線上學習成

效評量之相關研究，因此，本研究乃屬初探性質之研究，採質化研究

方式來進行相關議題之探討，以瞭解企業線上學習成效評量之內涵。 

  關於研究步驟，根據 Yin（1994）的看法，個案研究最初的步驟

為研究本身的動機與意義的確認，研究者經過持續的文獻蒐集整理，

逐漸歸納出研究的目的及方向，而後開始進行相關資料的蒐集、整理

與分析，最後撰寫出研究報告。本研究的研究步驟如圖 3-1所示，茲

將每個步驟的工作說明如下： 

一、蒐集及閱讀文獻 

根據研究動機，蒐集並閱讀國內外與「線上學習」、「學習成效

評量」的相關文獻，以形成初步的研究方向。 

二、界定研究目的及方向 

  根據文獻蒐集和指導教授的建議，界定研究主題與研究目的。 

三、擬定論文計畫並進行論文計畫審查 

完成本研究的研究計畫，且先行與指導教授進行討論並修正，

最後召開論文計畫審查會，以確認本研究之方向。 

四、發展訪談問題並進行預訪修正 

依據研究目的及文獻整理，研究者自行編擬初步的訪談綱要，

此外，為確保訪談綱要的可行性與適切性，除了與指導教授討

論之外，並實際選取一位符合研究條件之受訪者進行預訪，訪

談的結果，以逐字稿的方式呈現，並進行初步的資料分析以了

解訪談綱要是否能達成本研究的目的，同時找出原先訪談綱要

中不足的部分來進行修正。 

五、連絡個案並進行多重個案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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俟訪談綱要修正完成後，即著手進行個案的選擇與連絡，並約

定訪談的時間與地點。訪談前先以 e-mail 的方式寄送訪談問題

，使受訪者對於本研究有一概略性之了解。在訪談開始之前，

研究者先向受訪者說明本研究的目的與進行方式，並在徵求受

訪者的同意下進行全程錄音。本研究正式訪談的進行是由 91 年

4月 2日至 91年 4月 29日，訪談的方式皆為面對面訪談，共計

訪談六位受訪者。茲將受訪者接受訪談的相關記錄，彙整如表

3-1所示。 

 

表 3-1 訪談相關資料彙整 
受訪者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A小姐 91/04/02 08:30~09:30 p.m. 簡餐店 

B先生 91/04/18 14:30~15:10 p.m. 中華汽車人才培訓中心 

C小姐 91/04/18 20:10~21:10 p.m. 咖啡店 

D先生 91/04/24 13:30~14:30 p.m. 受訪者公司 

E小姐 91/04/26 17:00~18:00 p.m. 受訪者公司 

F小姐 91/04/29 09:20~10:10 a.m. 受訪者公司 

 

六、資料整理與分析 

研究者在訪談者的同意之下，進行訪談全程的錄音，在每次訪

談結束後即謄錄成逐字稿的形式，其後針對訪談內容進行編碼

，並逐步進行資料的分析。 

七、呈現研究發現並提出結論與建議 

依據資料的整理與分析，呈現本研究的研究發現，並提出研究

之結論及相關建議。 

八、論文撰寫並進行論文審查 

  完成上述步驟之後，即撰寫論文初稿，並召開論文口試審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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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討線上學習成效評量的相關議題，透過相關文獻的

搜集，研究者發現，雖然許多研究報告指出，線上學習確可為企業帶

來許多的好處，但就實際的層面來看，目前國內企業所實施的線上學

習仍在起步的階段，尚無代表性的個案可供研究，因此在與指導教授

及業界專家的討論之後，在研究對象的設定上，主要以實際從事線上

學習實務或是曾經從事線上學習相關事務的專業人士為主，而不以企

業為主要的訪談對象。 

本研究的執行過程中，研究者共訪談了六位的受訪者，其中四位

受訪者來自於企業界，分別於現在的公司或是曾經待過的企業負責線

上學習的事務。其餘兩位受訪者則來自於提供線上學習服務的公司，

其中一位受訪者來自於提供平台服務的供應商，而另一位則來自於線

上教材開發的公司。 

茲將所選取之受訪者資料整理如表 3-2： 

 

表 3-2 本研究選取之受訪者資料 

個案編號 執行線上學習的相關事務 接觸線上學習的經驗 

A小姐 線上學習諮詢顧問 1年 

B先生 線上學習小組負責人 1年 

C小姐 線上學習小組成員 4年 

D先生 線上學習講師 半年 

E小姐 線上教材的規劃 2年 

F小姐 線上學習小組成員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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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蒐集的工具 

  在質化研究的資料蒐集過程中，研究者是主要的資料蒐集工具，

研究者必須能自研究的情境裡抽離出來、能批判性地分析情境、能注

意到並且避免個人的偏見、能蒐集到真實並可靠的資料，以及能抽象

的思考。因此，一位質化研究者需具備對理論以及對社會人際關係的

敏感度，一方面能汲取過去的經驗以及理論上的知識來解釋所見所聞

，而在另一方面又能對所知的事物保持一種分析上的距離，且具有敏

銳的洞察能力以及優秀的人際關係技巧（徐宗國，1997）。 

  本研究的資料蒐集過程，主要以研究者實地訪談的方式做為資料

搜集的方法，訪談的進行採開放式的訪談態度，並以半結構性問題做

為訪談之基礎。訪談前，研究者先將訪談邀請函（如附錄一）及自編

之訪談綱要（如附錄二）以 e-mail 的方式寄送給受訪者。並事先與

受訪者溝通本研究之目的、訪談進行的方式、訪談內容、訪談所需的

時間、以及訪談資料處理的方式。茲將訪談綱要條列如下： 

一、目前企業使用線上學習的情況為何？ 

如：企業導入線上學習的原因、線上學習的主要用途、以及使

用線上學習的優缺點為何？ 

二、企業使用線上學習後，關於學習成效評量的部份是如何進行？ 

如：評量的目的是什麼？常用的評量方法有那些？評量的評定

及回饋方式為何？線上學習的公正性與安全性如何維護？ 

三、企業使用線上學習時，學習成效評量設計上考量的因素為何？ 

如：評量方法的選擇、評量時機的選定、線上評量或實體評量

的考量因素為何？ 

四、針對線上學習的學習成效評量計畫，企業是否有持續改善其功能

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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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分析 

  在質化研究的過程中，資料的蒐集與分析是同時且持續進行的，

研究者在現場進行參與觀察、訪談、蒐集文件和其它研究方式時，即

持續地閱讀現場觀察記錄、訪談記錄、和其他文件資料，追蹤著資料

中呈現的主題，逐漸地確定研究興趣的焦點和範圍。當資料中的主題

已顯而易見時，研究者才準備結束資料蒐集的工作，專注於資料的綜

合分析和解釋（黃瑞琴，1999）。而本研究的資料分析範圍包括文獻

的蒐集、以及個案訪談的資料。本研究依 Creswell（1998）的資料分

析螺旋來進行資料的分析與解釋，茲將整個質化研究資料分析的過程

分為資料管理、閱讀與記錄、敘述，分類和解釋、以及資料呈現等四

個步驟，分述如下： 

一、資料管理 

  在這個步驟裡，研究者必須將所蒐集的資料加以整理建檔。本研

究的主要資料來源是深度訪談的記錄。研究者每訪問完一位受訪

者之後，即將訪談內容謄錄為逐字稿（逐字稿範例如附錄三），

並註明訪談基本資訊，包括受訪者代碼、訪談時間及地點。 

二、閱讀與記錄 

  研究者反覆仔細閱讀訪談逐字稿及訪談記錄，並將閱讀過程中所

發現的概念或看法記錄下來，保留住可能的線索，以利後續研究

的進行，也可做為進一步分析和解釋資料的依據。 

三、敘述、分類和分析 

  此步驟即根據訪談逐字稿、筆記等資料，來敘述個案公司在線上

學習成效評量的做法。接著將所蒐集到的資料進行編碼及分類，

以分析歸納出本研究之主要發現。 

  本研究的資料編碼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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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鍵字句編碼 

仔細閱讀並檢視訪談的對話內容，將有意義的字句標記底線，並

擷取適當的關鍵字句來代表該資料所呈現的主題或概念，同時給予一

適當的編號以利後續的資料分析與追蹤。在本研究中，關鍵字句的編

號主要有四碼，第一碼為個案代碼（如 A），後三碼為關鍵字句代碼

（如 063）。關鍵字句的編號及選取方式如表 3-3所示： 

 

表 3-3 關鍵字句編碼 

關鍵字句 關鍵字編號 訪談逐字稿中的句子或段落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
的 folder 

A079 

「對，而且每一個人都有一個 default 的 my 
folder，就是我的專區，對，然後他裡面去看，
就是有我的學習成績，我的學習記錄，他去查，
他可以查到所有課程的學習記錄，裡面有非常詳
細的記錄說，他的這一堂，這一堂課的考試成績
是多少，他進來這一堂課的瀏灠次數多少。」 

合格後，講師會
mail一個合格證書
給他 

D066 

「然後，最後如果說他評定了這個人合格了，那
我們系統，或者是就是 trainer 就會發一封 mail
給他，然後發個證書給他，就表示這個課程結束
了，這樣子。」 

 

（二）編碼類別的形成 

  待每個個案的關鍵字句編碼完成後，由個案 A 開始發展原始編

碼類別，將個案 A 中概念相同或可以回答相同問題的關鍵字句合併

成初步的編碼類別，然後再將個案 B 中的關鍵字句代入個案 A 所發

展之編碼類別中，若有相似的概念則合併入該編碼類別，若無法歸類

者，則自成一新的編碼類別，關鍵字合併的過程中必須不斷檢視訪談

逐字稿以確定合併的適切性，如此重覆至所有個案關鍵字合併完成之

後，給予每個編碼類別獨自的代號（如 51），即產出本研究的資料編

碼類別，本研究共歸納出 68個編碼類別。此步驟的具體作法如表 3-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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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編碼類別的形成 
類別
代號 編碼類別 類別解釋 合併關鍵字句 合併

代碼 

51 回饋給學員 

評量結果回
饋給學習者
及其考量因
素 

．會讓學習者知道自己考幾分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 folder 
．結果回饋給學員 
．合格後，講師會 mail一個合格證書
給他 
．告訴學員整體表現如何 
．即時告知學習者 

A078 
A079 
C033 
D066 

 
D067 
F085 

 

（三）歸納研究主題 

  這個步驟的工作在於，將跨個案發展出來的編碼類別，以範圍更

廣的概念來進行合併，並參照研究主題，形成主題範疇，並依不同的

研究主題給予相對的編號（如 X-07，即代表 X 主題的第 7 個範疇）

，本研究共歸納出 20 個主題範疇，分屬於四個研究主題。此步驟的

具體作法如表 3-5所示： 

 

表 3-5 歸納研究主題 
主題
編碼 研究主題 範疇

編碼 範疇名稱 合併
代碼 編碼類別 

X 
探討企業訓練
線上學習成效
評量之內涵 

X-07 學習評量的回饋 

51 
52 
53 
54 
55 
56 
57 

回饋給學員 
回饋給主管 
評量結果與績效的連結 
回饋的應用 
評量結果的傳遞者 
評量的回饋管道 
回饋給 HR/課程設計者 

 

四、資料呈現 

  在完成了上述的三個步驟後，歸納受訪者對線上學習成效評量的

看法與建議，以回答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並撰寫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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