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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共分為六節，分別對本研究之研究方法、研究架構、研究實

施與流程、研究對象與研究工具，及如何進行資料分析，分節敘述如

下。 

第一節 研究方法 

一、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著重蒐集國內、外職能及職能模式運用的相關期刊、論

文、書籍雜誌及網站資料等，針對職能模式的現況及應用，加以彙整、

分析、歸納以建立本研究之理論基礎，並整理出職能模式的評鑑項目

構面以作為發展德懷術（Delphi）問卷之參考。 

二、專家學者審查 

根據文獻與相關資料分析的結果，草擬「職能模式評鑑項目」問

卷初稿，透過三位學者專家來修正問卷，而問卷審查之學者 2 位，選

擇標準為：對於職能模式、績效評鑑、指標建構有相關研究者；業界

專家一位，選擇標準為：已導入職能模式公司人員。 

三、德懷術（Delphi） 

本研究旨在建構職能模式評鑑項目，就目前所蒐集的文獻與資料

發現，至今尚無相關研究主題是針對職能模式的效用來建構評鑑項

目；此外，由於職能模式評鑑內容之界定尚未成熟，必須藉由業界實

際在執行職能模式之專家參與研究，若要將這些專家集中於一特定時

間與地點，進行專家會議的研討有其窒礙難行之處，而且德懷術是一

種能夠成功預測未來趨勢及發展項目標準的調查技術，基於上述原

因，故本研究採用修正式德懷術為研究方法。再經由文獻探討及三位

專家學者審查後，整理出職能模式評鑑的構面，並藉此發展出德懷術

調查問卷，在無干擾的情況下採取匿名式的專家集體決策技術，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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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系統化的資料處理來整合相關領域的專家意見，以獲得職

能模式效用的評鑑項目。 

雖然德懷術的實施有其優點，但有李隆盛（1988）研究指出其使

用上仍有受限之處，茲敘述如下： 

1.專家取樣之限制：德懷術的研究對象需是特定且有表達意見的

專家。 

2.參與時間太長：研究對象在參與時，研究者應先說明程序、所

需時間，以爭取研究對象同意合作，以避免德懷術小組成員嚴

重流失。 

為了避免德懷術成員參與時間太長，與施以過多的問卷調查而心

生厭煩、草率填寫，或者中途放棄，致使樣本流失，故修正後產生以

下做法： 

1.只做三回合德懷術問卷調查： 

於高英訓（2003）、薛曉珊（2003）等多人的相關研究中，均

發現前後進行三次的德懷術問卷調查可使專家意見趨於一

致。再者據研究（Raps, 1973）指出，第四次問卷改變的機會

很少，故做三次應是合理的（陳亮妘，2002）。 

2.與專家小組經常保持聯繫，以促進參與者的責任感。 

本研究為了提高回收率採行上述兩種作法以達到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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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藉由職能模式的文獻探討擬出初稿，再經過專家學者審查

的修正，最後透過德懷術的歸納，提出職能模式評鑑項目架構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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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實施及流程 

本研究流程首先由文獻蒐集確立研究架構，再經過專家學者修正

後訂定問卷內容，然後針對德懷術成員施以德懷術問卷調查，最後進

行資料分析與撰寫研究報告。 

一、研究流程 

整個研究實施流程如圖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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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研究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3-3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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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懷術問卷發展與實施 

以下針對德懷術問卷發展、實施與回收狀況加以詳述。 

（一）德懷術問卷發展 

依據文獻與資料分析所建立的「職能模式評鑑項目」草擬問

卷，先找三位學者專家進行詢問，透過指導教授的修正後，

建立起職能模式評鑑項目的初步問卷，之後據此發展德懷術

調查問卷進行實施。 

（二）德懷術問卷的實施流程 

本研究經由收集專家名單的及徵求信函的詢問後，得知有意

願參與研究的專家有13位，最後確定人數為12人，透過三個

回合的德懷術問卷調查，最後得到各個項目的重要性及一致

程度，詳細的德懷術調查流程如下圖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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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德懷術調查程序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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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懷術問卷發放與回收情形 

本研究之德懷術問卷共計實施三次，研究者計畫每兩週實行

一回合德懷術問卷，實際執行狀況則為，95年4月3日開始寄

發第一回問卷，至95年6月4日最後一份第三回問卷回收結

束，期間問卷發放及回收的時間，如表3-1所示。 

表3-1 德懷術三回合問卷的實施情形 

回合 寄發日期 預計回收日期 催收日期 完全回收日期 

第一回 95.4.3 95.4.17 95.4.17 95.4.24 

第二回 95.4.24 95.5.8 95.5.8 95.5.15 

第三回 95.5.16 95.5.24 95.5.28 95.6.4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於第一回與第二回問卷的執行，皆比預期中兩週的期限還要延

長一週才回收完成，因此在寄發第三回問卷中提醒專家縮短期限為八

天，但部分參與的專家工作十分忙碌，或適逢出國、出差等等行程，

加上專家們有個人計畫的先後次序，雖然有寄發催信通知與電話告

知，但仍無法如期完成，致使問卷實際回收進度比預定的日期落後。 

資訊回饋部份，研究者於第二次問卷及第三次問卷中，均附上前

次全體問卷的總平均數與眾數，以及該位專家前次填答的答項結果，

讓填答的專家有可供參考的資訊。 

問卷回收率部分，除第一回德懷術問卷寄發後有一位專家忙於工

作，經反覆催件仍無法於回收問卷，造成回收樣本數為12人之外，此

後第二、三次德懷術問卷回收率皆為100%，也固定了專家人數為12

人，各回合德懷術問卷的回收情形如表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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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德懷術三回合問卷的回收率 

回合 寄出人數 回收人數 回收率 

第一回 13 12 92% 

第二回 12 12 100% 

第三回 12 12 1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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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題為職能模式之評鑑項目採德懷術（Delphi Technique）

問卷調查的方式，因此研究對象為德懷術小組成員，至於德懷術成員

的人數並無一定限制，研究（Delbecq, 1975）指出德懷術成員若同質

性高時，人數可以由15至30位；若成員彼此之間異質性高時，人數可

低至5至10位。本研究之對象為業界已導入職能模式公司中之專案負

責人或人力資源單位主管級人士，最終徵詢的專家人數為12位，分別

以代號A至L表示，下表3-3為德懷術專家名單 

表3-3 德懷術專家名單 

代號 部門 職稱 職能模式相關經歷 

A 小姐 人力資源處 

學習發展課 

副理 組織內推行 

B 先生 人力資源處 

人力資源部 

人力發展課 

副理 組織內建置與推行 

C 先生 人力資源處 高級 

管理師 

組織內建置與推行 

D 先生 總經理室經營訓練組 課長 組織內推行 

E 先生 人力資源暨 

公共關係部 

協理 組織內發起、建置與推行 

演講職能模式相關課程 

F 先生 管理部兼 

人力資源室 

經理 發起、建置與推行 

組織內部職能推動講師 

G 先生 人力資源部 襄理 組織內推行 

撰寫職能模式論文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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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德懷術專家名單（接前頁） 

代號 部門 職稱 職能模式相關經歷 

H 小姐 人力資源部 協理 
建置與推行 

中華人力資源管理協會理事 

I 小姐 台灣區顧問 顧問 該公司職能專業講師認證 

成功替外部公司建構職能模式 

前公司職能模式建置與推行者 

J 先生 人力資源暨 

行政管理處 

協理 推行 

K 先生 行政二部 

人資二課 

管理師 建置 

L 先生 管理部 管理師 建置及推行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下表3-4則為該專家所屬公司之背景資料，分別標示各公司的產

業別，資本額及應用範圍等重要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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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專家所屬公司之背景資料 

代號 項目 背景資料 

產業類別 製造業-光電 

資本額 821.26億 

2006天下雜誌排名 製造業(1000大)24名；光電業：第三 

職能模式導入時間 1年以下 

A 小姐 

B 先生 

應用範圍 教育訓練、招募甄選、人力資源規劃(人才庫) 

產業類別 製造業-光電 

資本額 583.05億 

2006天下雜誌排名 製造業(1000大)13名；光電業：第一 

職能模式導入時間 2-3年 

C 先生 

應用範圍 教育訓練、招募甄選 

產業類別 服務業-汽車銷售、修理 

資本額 5億 

2006天下雜誌排名 服務業(500大)55名；汽車銷售、修理業：第八 

職能模式導入時間 2年 

D 先生 

應用範圍 教育訓練、績效評估、生涯發展 

未來：招募甄選 

產業類別 製造業-石化原料 

資本額 70.8億 

2006天下雜誌排名 製造業(1000大)56名；石化原料業：第七 

職能模式導入時間 3年以上 

E 先生 

應用範圍 教育訓練、績效評估、生涯發展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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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專家所屬公司之背景資料（接前頁） 

代號 項目 背景資料 

產業類別 服務業-汽車銷售、修理 

資本額 54.61億 

2006天下雜誌排名 服務業(500大)11名；汽車銷售、修理業：第一 

職能模式導入時間 3年以上 

F 先生 

應用範圍 招募甄選、教育訓練、生涯發展、績效評估 

產業類別 服務業-機械及設備租貸 

資本額 63.29億 

2006天下雜誌排名 服務業(500大)26名；機械及設備租貸業：第一 

職能模式導入時間 3年以上 

G 先生 

應用範圍 招募甄選、教育訓練、生涯發展、績效評估 

產業類別 全球最大的企業軟體公司之ㄧ 

資本額 美商 

2006天下雜誌排名 N/A 

職能模式導入時間 3年以上 

H 小姐 

應用範圍 招募甄選、教育訓練、績效評估、生涯發展 

產業類別 全球最大企管顧問公司之ㄧ 

資本額 美商 

2006天下雜誌排名 N/A 

職能模式導入時間 3年以上 

I 小姐 

應用範圍 招募甄選、教育訓練、績效評估、生涯發展(接班

人計畫、員工升遷)、組織策略 

（續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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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專家所屬公司之背景資料（接前頁） 

代號 項目 背景資料 

產業類別 服務業-廣告 

資本額 3.37億 

2006天下雜誌排名 N/A 

職能模式導入時間 1-2年 

J 先生 

應用範圍 績效評估，未來：招募甄選、人力資源規劃 

產業類別 製造業-光電 

資本額 669.99億 

2006天下雜誌排名 製造業(1000大)18名；光電業：第二 

職能模式導入時間 1年以下 

K 先生 

應用範圍 未來：教育訓練、招募甄選、績效評估、生涯發

展、人力資源規劃 

產業類別 製造業-半導體 

資本額 77.41億 

2006天下雜誌排名 製造業(1000大)212名；半導體業：第22 

職能模式導入時間 1-2年 

L 先生 

應用範圍 教育訓練、招募甄選； 

未來：績效評估、生涯發展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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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為了使專家學者充分表達其意見，因此發展德懷術問卷為

研究工具，並發放三回德懷術問卷蒐集資料，第一回問卷與第二回問

卷於回收後，經整理修正後形成下次發放的德懷術問卷。 

一、德懷術問卷內容 

參考文獻資料及相關研究，依研究架構分類可初步整理出五大構

面：「招募甄選」、「教育訓練」、「績效評估」、「生涯發展」與

「人力資源規劃」。依此發展評鑑項目作為德懷術問卷內容架構，並

且於回收第一回德懷術問卷後整理與增添專家學者的意見，增修作為

第二回德懷術問卷的內容；依此原則，於第二回德懷術問卷後整理與

增添專家學者的意見，作為第三回德懷術問卷的內容。 

二、計分方式 

本問卷各題項的計分，採用李克特（Likert scale）的五點量尺進

行轉換，量尺計分方式從適用程度低的1分，到適用程度高的5分。其

表格填答範例及配置如表3-5所示。另外問卷中每構面皆留有「其他

意見」之開放性填答區，在問卷最末頁並留有總體問卷「其他意見」

之設計，希望能供德懷術專家成員提出意見，作為回饋與修正之管道。 

表3-5 表格填答範例及配置 

適用程度 

低------------高 在「招募甄選」上，宜蒐集下列哪些資料作為導入職能

模式後的「效能評鑑項目」： 1 2 3 4 5

1 面試的「到考率」 □ □ □ □ □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問卷之效度 

本研究內容經由相關文獻整理出職能模式應用構面與問卷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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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草擬出「職能模式評鑑項目」之問卷初稿，因此具有內容效度。

之後經由三位專家學者來執行「專家審查」；專家學者分別對問卷初

稿內容進行審定與提供意見，因此具有專家效度。 

四、再測信度 

本研究發展之德懷術專家問卷，歷經三回合的問卷重複施測之

後，各題項得分的標準差逐次縮減，顯示專家的意見已趨於一致且達

到穩定的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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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資料分析 

德懷術問卷視研究需要來決定所需的統計處理方式，通常計算下

列統計數值（簡茂發、劉湘川，1993）： 

一、所有專家對各方案評價值的平均數。（平均數愈大，相對重要） 

二、計算各方案之評價滿分頻率。（滿分率愈高，相對重要性愈大） 

三、計算專家意見的離散程度。（標準差，愈小愈好） 

針對樣本專家對於各個能力的意見，統計處理方式採取平均數以

了解各項能力的重要性，採用標準差以了解各專家意見的離散程度，

採取眾數以了解各項目的滿分頻率。本研究為了讓離散程度更加顯著

的表現出來，以四分位差取代標準差進行標示。 

德懷術三回問卷陸續回收之後，本研究即進行統計分析工作，為

達有效達成德懷術調查之目的，本研究採用以下統計分析方法及判定

標準。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一）平均數（mean, M）： 

統計三回合專家對每一題項的意見平均值。並於下回合問卷

中附上，以供專家參考。 

（二）眾數（mode, MD）： 

指在專家群答題的答案中，出現次數最多的數值，用以顯示

專家群對於每一題項的意見集中情形，並於下回合問卷中附

上，以供專家參考。 

（三）四分位差（quartile deviation, Q）： 

指在一個次數分配中，第一個四分位數與第三個四分位數之

差的一半，用以了解專家群意見一致性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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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統計判斷標準 

（一）重要性程度 

本研究利用平均數做為判斷重要程度的項目。若專家群對於

能力項目圈選值平均數達4.2以上（數值在5.00~4.20之間），

即將此能力項目判定為「非常重要」；若該題勾選的量尺數

值平均數達到3.4以上而小於4.2（數值在3.4~4.2之間），即將

此能力項目判定為「重要」；若該題勾選的量尺數值平均數

未達3.4，即將此能力項目判定為未達重要程度，不列入重要

等第考慮的範圍（廖梅利，2003） 

平均數(M) 重要程度 

4.2≦M 非常重要 

3.4≦M＜4.2 重要 

M＜3.4 未達重要程度(不列入考慮) 

（二）一致性分析 

Faherty（1979）、Hollden＆Wedma（1993）指出若四分位差在0.6

以下，可視為專家意見已達高度一致程度；若四分位差介於0.6

和1.0之間，表示專家意見已達到中度一致性程度；若四分位差大

於1.0者，則表示專家群未達成意見的一致性。因此，本研究採用

四分位差必須在0.6以下，作為判定專家達到高度共識之準則。 

四分位差(Q) 達成共識程度 

Q≦0.6 高度共識 

0.6＜Q≦1.0 中度共識 

1.0＜Q 未達到共識(不列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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