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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為達成本研究之目的，本章依據研究設計與實施的過程

及內容分為六節作說明，包含研究架構、研究方法、研究步

驟、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及資料分析方法，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與專家訪談結果，擬定育成中心專

案經理人的職能構面，共分為專案管理能力、行銷整合能力、

人際溝通能力、工作素養能力、服務支援能力、經營領導能

力、產業資訊能力以及人格特質等八大構面。茲將本研究之

育成中心專案經理人之職能架構概念呈現如圖 3-1 所示。  

     
 
 
 
 
 
 
 
 
 
 
 
 
 
 
 
 
圖3-1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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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基於研究目的，作一深入、有系統且

完整的研究。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主要係以專家訪談、德

懷術問卷調查及指標相對權重問卷調查等研究方法來進行。  

壹、專家訪談  

鑑於育成中心專案經理人職能研究國內外相關文獻相當

稀少，故在建構育成中心專案經理人職能量表的先進行專家

訪談，專家訪談是訪談者藉由雙向溝通的過程，從受訪者中

獲取資料的方法。使用專家訪談法最大的價值在於可以獲得

比由電話調查或郵寄調查更加詳細且更深入的資料，且訪談

者有能力去改善資料的品質。亦可對受訪者做事前的篩選，

以確定由適當的人來回答（古永嘉，2003）。  

本研究採用的方式為「半結構式深度訪談」，半結構式

深度訪談是在進行訪談前，將先規劃訪談的主題並編擬訪談

大綱作為引導。訪談大綱係依據相關文獻建立而成，藉由專

家訪談能更進一步確認育成中心專案經理人所須具備的職

能。  

訪談日期由受訪者與研究者共同商榷，時間約半小時至

一小時左右，地點並無所限制，研究者將訪談內容加以整理

分析後，作為發展下ㄧ階段的 Delphi 問卷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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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德懷術  

    本研究採德懷術（Delphi Technique）進行，以系統性科

際整合的方式，匯集整合專家專業知識、經驗，達成具一致

性具體之共識。  

  ㄧ、德懷術的意義  

      德懷術是一種介於問卷調查法與會議討論之間的研究

方法，藉由匿名的書面溝通方式，讓學者專家經由獨立思

考、自主性且無壓力的對問題表示意見，利用多次問卷的

群體統計結果和意見反映，澄清不同觀點和價值取向，以

獲得議題之共同看法（consensus）的技術（黃政傑，1987）。

游家政（1996）指出德懷術的原理是建立在「結構化的資

訊流通」、「匿名化的群體決定」和「專家判斷」的基礎

上。亦即，德懷術是在匿名的前提下，藉由對一群專家的

專業經驗，進行反覆的書面資訊流通及回饋，以獲得專家

趨於一致的意見。德懷術兼具傳統問卷調查與會議的優

點，因而成為目前高階決策調查分析中，應用最廣的一種

團體決策方法。  

  二、德懷術的實施步驟  

    德懷術是一群專家學者，針對某一主題進行匿名、多

次書面往返與意見溝通，經由群體共識意見之決定，取得

最後結論之方法。德懷術主要的進行步驟如下（吳清山、

黃美芳、徐瑋平，2002；吳雅玲，2001；陳麗珠，1999；

Uhl ,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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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確定研究主題，設計調查問卷  

在進行預測或意見溝通之前，必須先確定所要探

討的主題，依研究主題編製調查問卷，並將問題以清

楚具體的文字敘述出來，問卷的內容包含填答者意

見、理由、並對此問題重要性的看法，以及額外訊息

的需求，以利問卷回收後，資料的分析彙整與歸納。  

 （二）學者專家之選擇  

       德懷術主要以學者專家為調查對象，通常是對研

究主題有其專業知識及見解，或者有實務經驗的人

員。因此，專家群的選取原則，應考慮在相關問題領

域學有專精、能反映不同的觀點、具溝通協調與研究

能力、且有參與研究的熱忱。Dalkey（1969）認為，

當德懷術專家成員至少有10人時，群體的誤差可降至

最低（引自技術及職業教育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

2003）。如果是同質性高的專家成員，人數宜15至30

人左右，若成員的異質性高時，則5至10人就已足夠。 

 （三）進行問卷調查  

       研究者必須負責將設計好的問卷分別寄給每位

德懷專家。同時應附上「研究說明函」，陳述研究目

的、德懷術的實施程序、預定進度、小組成員的性質、

名詞釋義等相關事項，使德懷專家群對該研究有較深

入的暸解，有助於研究的進行。在第一次問卷回收

後，針對專家各項意見加以分析歸納整理，並據此編

製第二次問卷。第二次問卷必須將第一次問卷整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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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反映出來，包含全體成員之眾數、平均數與標準差

等，再寄發給專家群，以便專家群閱讀，並重新思考

發表支持或反對意見。這個過程會反覆不斷的進行，

直到獲得最後的共識。一般而言，德懷術的問卷調查

大致實施3至4次，若意見仍分歧，則依上述步驟反覆

進行，達成共識與否，則端賴研究問題的性質與研究

設計而定。  

（四）資料統計與分析結果  

       德懷術研究的資料統計與分析結果的方法，依所

得資料性質不同，分為質的分析（qualitative analysis）

與量的分析（quantitative analysis）兩類分別處理。  

1. 質的分析  

將德懷專家對指標所進行意見陳述的表達，逐項

歸納分析，並製成意見整合表。  

2. 量的分析  

     德懷術視研究需要來決定所需的統計處理方式，

通常計算專家群對各題項的反應，如：各題項之

平均數、眾數、標準差、四分位差等等。  

（五）撰寫研究報告  

       當專家群的意見已收斂趨向一致程度時，則彙整

最後的意見，形成研究報告。  



 50

另有學者提出修正了德懷術的原有程序，省略了開放式

問卷施測的步驟，於第一次問卷的內容上，採用已仔細選擇

過後的項目，這些項目的來源包含相關的文獻及專家訪談等

（Murry & Hammons, 1995）。此修正式的德懷術於程序及應

用上皆與德懷術相似。Custer, Scarcella and Stewart（1999）

認為修正式德懷術的好處是，藉由提供選擇後的問項實施第

一次問卷，可方便填答專家作答並增加其填答的意願，提供

一致性的發展基礎。  

本研究將文獻分析與專家訪談結果，整理歸納出初步育

成中心專案經理人職能量表，邀請知熟育成領域的專家學者

檢視，剔除不適合的題項，並以德懷術專家問卷調查，代替

專家會議的功能，透過全體回答之統計回饋，重複判斷以找

出專家的共識，確認問卷中構面下的能力項目，更進一步編

製正式量表。      

參、層級程序分析法  

  「層級程序分析法」係指先將複雜的問題系統化，再由

不同層面中給予層級分解，並透過數量化的評判使用矩陣運

算，分別求得各層級的優先向量作為其相對權重，最後再加

以綜合評估，以提供決策者選擇最適方案（Saaty, 1980）。

Saaty amd Vargs（1980）認為AHP可以解決13 種類型的決策

問題，其中最常被應用者為用來設定優先順序（ Setting 

Priorities ） 及 最 佳 選 擇 方 案 （ Choosing a Best Policy 

Alternative），實務應用上多用於決定權重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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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法將與決策有關連的各個要素採取階層構造方式加掌

握，儘可能地採納所有形成對立的概念，亦使尺度不同的要

素間能相互比較；除此之外，將原本無法計量，關於人類感

覺、偏好方面的問題，均能加以處理。換言之，藉由群體討

論方式，匯集各方意見，將問題加以簡明要素的階層系統，

再以名義尺度做要素的成對比較予以量化後，建立成對比較

矩陣，進而求得特徵向量代表階層內要素的優先順序，然後

再以特徵值來評斷各個成對比較矩陣的一致性強弱程度。最

後將關連階層串連起來，便可算出最低階層之要素對整個系

統的優先程度，此優先程度即可提供決策者進行整體判斷，

從而獲致較合理正確的決策（吳政達，2002）。  

  本研究為了能蒐集較正確與周延的意見、得到較一致的

共識及進一步有效確立能力項目，採用「層級程序分析法」

來匯集專家的意見，建構出一套具體可行、適切實用的「育

成中心專案經理人職能相對權重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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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步驟與流程  

    本研究執行的流程如圖 3-2 所示，內容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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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步驟  

一、蒐集相關文獻  

蒐集國內外人力資源發展方面相關的文獻。  

二、擬定研究主題及範圍  

由蒐集的文獻中發掘有興趣、可行的研究主題。  

三、探討相關文獻  

針對研究主題現有的文獻加以分析，以確認研究題目與

目的。  

四、確認研究題目  

根據文獻分析，確認本研究題目、研究目的、範圍與

研究方法。  

五、研究計畫審查  

擬定本研究計畫之初稿，邀請指導教授及口試委員進

行本研究計畫之審查，並以指導教授與口試委員提出之建

議進行修正，再次確立本研究之研究主題與範圍。  

六、蒐集與分析相關文獻  

訪談大綱與量表建立之基礎，並且蒐集整理相關量表

內容，以作為後續量表建立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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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專家訪談  

根據訪談大綱進行專家訪談，以確認育成中心專案經

理人職能內涵，並建立量表之構面。  

八、編製量表初稿  

根據文獻與訪談結果，整理出育成中心經理人職能之

構面，進行量表的編製。  

九、進行德懷術  

量表編製初稿將進行三至四回合德懷術，經由三至四

次德懷專家問卷調查，找出專家的共識。  

十、專家問卷統計分析  

分析德懷術專家問卷，透過回答的統計回饋，找出題

項的重要程度，以修正量表內容。  

十一、指標相對權重結果分析  

根據本研究所建構之育成中心專案經理人職能指標，

進行指標權重調查，並進行統計分析，得出指標權重比例

的分配。  

十二、量表定稿  

根據職能項目相對權重調查，再次確認指標之重要

性，並獲得權重合理的分配比例，建立正式之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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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提出結論與建議  

分析育成中心專案經理人職能量表之分析結果，以歸

納本研究之結論，並根據結論提出本研究之建議。  

十四、撰寫研究報告  

將本研究之研究緣起、研究目的、文獻探討、研究方

法、資料分析及結論建議等研究內容撰寫為研究報告，完

成本研究之研究報告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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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德懷術實施流程  

    本研究德懷術實施流程如圖 3-3 所示，內容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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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確定德懷術專家問卷發放對象 

先以電子郵件或電話方式，徵詢專家參與本研究的意

願，向其說明研究的目的、德懷術實施程序及時間、請求

協助事項等，並徵詢其同意，以進行德懷專家問卷調查。 

二、編製第一回德懷術專家問卷 

    整理文獻探討與專家訪談結果，擬定第一回德懷術專

家問卷。 

三、專家審查問卷 

    第一回問卷編製後，請三至四位專家審查問卷，確認

問卷題項之適切性，或給予修改之建議。 

四、寄發第一回問卷 

    第一回問卷確認後，以電子郵件方式發放給參與本研

究之德懷術專家。 

五、回收並分析第一回問卷 

    將回覆之問卷進行資料統計分析，包括各題項填答反

應之平均數、標準差、四分位數、眾數等，並整合此回合

專家給予的建議，供第二次填答之參考。 

六、編製第二回德懷術專家問卷 

    根據第一回問卷之統計分析，呈現相關統計值，以及

專家群之建議，並提供上一回合個人填答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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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寄送第二回問卷 

    第二回問卷編製後，同樣以電子郵件方式寄給專家，

進行第二次德懷術問卷調查。 

八、回收並分析第二回問卷 

    將回覆之問卷進行資料統計分析，包括各題項填答反

應之平均數、標準差、四分位數、眾數等，並整合此回合

專家給予的建議，供第三次填答之參考。此外並檢查第一

回合與第二回合專家填答之一致性，若該題項全體專家兩

回合填答意見一樣，則此題項將不進行第三次調查。 

九、編製第三回德懷術專家問卷 

    附上第二回問卷之統計分析結果，作為專家群第三次

問卷調查填答之參考。 

十、寄送第三回問卷 

以電子郵件方式寄發問卷，進行第二次德懷術問卷調

查。 

十一、回收並分析第三回問卷 

    除將回覆之問卷進行基本統計分析，利用成對樣本 t檢

定，檢定第二回與第三回各題項填答反應是否一致，若無

差異，則不必進行第四回合之調查。 

十二、整合並統計問卷資料 

    整合第一至第三回各題項之統計值，檢視其重要程度

與離散程度之變化，及確認各題項之重要程度。 



 59

十三、建構與確認育成中心專案經理人能力構面與指標     

根據調查結果，建構本研究之能力構面與指標。 



 60

第四節  研究對象  

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進行育成中心專案經理人職能量

表建構之研究對象如下：  

壹、專家訪談對象  

本研究專家訪談對象為育成中心專案經理人及主任、外

部專家（學者），在訪談對象篩選上，為同時考量對育成事

業的熟悉度、專業性與代表性，故以資歷滿三年以上之育成

中心專案經理人、主任，或曾獲頒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績優

育成中心經理人獎」之專案經理人，以及在學術上過去對於

育成中心有相關研究之學者，作為選擇專家的指標。  

McCracken（ 1988）指出如欲透過專家深度訪談蒐集資

訊，10 人以內是較佳的訪談人數。Cresswell and Miller （1997）

指 出 ， 各 界 對 於 深 度 訪 談 人 數 並 無 一 定 的 要 求 。 Dukes 

（1984）；Polkinghorne（1989）兩人認為專家訪談人數可從

1 到 325 人，但 Dukes（1984）亦指出最佳的深度訪談人數，

以 3-10 人為佳，同時每次最好在兩小時之內。Yin（1993）

則認為專家深度訪談對象可為 3-7 人，但主要以研究者能夠

蒐集到相關的資訊為主，不需拘泥於人數的多寡。  

本研究於 2006 年 12 月至 2007 年 1 月間分別訪談台灣大

學、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與南科育成中心等三家育成中

心之專案經理，採用半結構式問卷（附錄一），期藉由專家

訪談能更進一步確認育成中心專案經理人所須具備的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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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德懷術對象  

Delbecq 於 1975 年研究指出，德懷術成員如果異質性高

時，其人數可低到五至十位；同質性高時，數量可由十五至

三十位。然而各研究領域的母群人數不一，不能一概而論。

但為利於事後之統計，通常總樣本以不低於十人為原則，以

降低群體誤差及提高可信度（Dalkey, 1969；引自技術及職業

教育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2003）。  

本研究德懷術調查對象為育成中心專案經理人及主任、

外部專家（學者），在對象篩選上，為同時考量對育成事業

的熟悉度、專業性與代表性，故以資歷滿二年以上之育成中

心專案經理人、主任，或曾獲頒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績優育

成中心經理人獎」之專案經理人，以及在學術上過去對於育

成中心有相關研究之學者，作為選擇專家的指標。研究者先

以電子郵件或電話方式，徵詢專家參與本研究的意願，向其

說明研究的目的、德懷術實施程序及時間、請求協助事項等，

並徵詢其同意，以進行德懷專家問卷調查。藉由德懷術專家

的回饋，使其意見漸趨一致，幫助本研究建構之指標與文獻

整理及專家訪談的結果趨於一致與完整。  

    而確定參與本研究的樣本為13人，組成德懷術小組，其

名單如表3-1所示。



 62

表3-1 德懷術專家名單  

姓名  服務機關  職稱  育成年資  

方建炘  南港軟體園區育成中心  經理  6 

王世明  中原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主任  4 

王竹熒  台灣師範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專案經理  2 

朱建明  馬偕紀念醫院創新育成中心 專案經理  4 

宋欣怡  台灣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專案經理  6 

宋修德  台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  副教授  5 

林伯恒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專案經理  5 

邱麗容  中華創業育成協會  副秘書長  7 

張文龍  實踐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8 

許文川  中華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經理  8 

黃文谷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副處長  10 

詹健中  台灣師範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專案經理  5 

鍾宜螢  南科產學創新中心  經理  5 

註：名單係按姓氏筆劃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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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採用的主要工具為經由文獻分析及專家訪談

後，發展編製的「育成中心專案經理職能量表建構之專家問

卷」，發放至少三回德懷術問卷蒐集資料，每回問卷於回收

後，經整理修正後形成下次發放的德懷術問卷，而後根據德

懷術調查結果，編製「育成中心專案經理人職能項目相對權

重調查問卷」以下就問卷編製、量尺計分及問卷之信、效度

分述如下：  

壹、德懷術問卷  

   德懷術是一種以集思廣益來推測未來現象的方法其進行

方式為邀請相關的專家學者，在匿名且彼此不見面的狀況

下，進行數回合的問卷調查，每次調查之後將分析結果連同

新的問卷分送接受調查的專家學者，作為其修正先前意見的

參考，問卷往返實施直到意見差異至最低為止（李隆盛，

1989）。 

 ㄧ、德懷術問卷編製 

    本研究之德懷術問卷編製過程先透過文獻探討以及尋

求專家進行訪談，經過資料分析之後，確定成育成中心專

案經理人職能量表之概念架構，藉此以確保問卷之效度，

即根據此概念架構發展編製「育成中心專案經理人職能量

表」之德懷術問卷（附錄六）。並遵循德懷術施行的需求

與配合問卷分析的考量，於回收第一次德懷術問卷後，透

過專家學者之意見修改並編製德懷術第二次問卷內容（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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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七）；依此原則，於回收第二次德懷術問卷後透過專家

學者之意見修改並編製德懷術第三次問卷內容（附錄八），

直到專家意見一致。 

二、量尺計分  

  本研究之德懷術問卷各題項的計分，採用Likert Scale   

的5點量尺進行轉換，量尺計分方式從必要程度最低的「必

要性極低」為1，到必要程度最高的「必要性極高」為5。

因此由1至5，分別表示「必要性極低」、「必要性低」、

「必要性普通」、「必要性高」、「必要性極高」。另外

問卷中每項構面類別中留有「其他意見」之開放性的填答

題項，在問卷最末頁並留有「整體其他意見」之設計，希

冀能供德懷術專家成員提出意見陳述，作為溝通與回饋之

管道。 

三、德懷術問卷之信、效度  

  陳膺強（1996）指出欲判斷研究工具所收集的資料是

否可靠和正確，端賴量度的信度與效度如何呈現。以下介

紹本研究德懷術問卷之信效度確認法。  

（一）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  

內容效度的考驗，黃芳銘（2003）指出內容效度意指

問卷的內容是否能夠表達研究目的，此過程是依賴邏輯處

理而非統計分析。本研究德懷術問卷是經由相關文獻與專

家訪談，整理出育成中心專案經理人之職能，並且編製「育

成中心專案經理人職能量表」之德懷術問卷，因此具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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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效度。之後邀請三位專家學者分別對於問卷初稿內

容，提供意見進行審定，因此具有專家效度。 

（二）再測信度（ test-retest reliability）  

再測信度是用同一種測量工具，在不同時間測量相同

的受測者前後測驗兩次，並以受試者在兩次測驗的分數之

相關係數作為再測信度的指標，總變異來源是受試者在兩

次測量上的得分差距的變異（邱皓政，2000）。本研究之德

懷術問卷，歷經三回合的問卷重複施測之後，假若所有題

項得分的總變異數及各題項得分的變異數逐次縮減，則顯

示專家意見已趨於一致且達到穩定的狀況。 

貳、相對權重調查問卷 

本調查問卷（詳見附錄九）係根據德懷術能力項目重

要性調查之研究結果分析彙整而成。本問卷係依層級程序

分析法之理論概念設計，以九點量表形式進行指標間之兩

兩成對比較，以專家選擇軟體（Expert Choice）運算出結

果，得出項目間的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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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分析  

本研究為達研究目的，將所蒐集的調查問卷利用統計方

法加以分析，茲將分別說明如下：  

壹、德懷術問卷  

本研究發展之德懷術問卷，目的在於取得參與專家對於

量表建立之共識。在每次問卷回收後，將所得的結果加以整

理歸納與分析，作為編製下ㄧ回合問卷之用。為使問卷結果

能清楚分析，研究者將每回合問卷之各構面以編號 A，B，C，…

等標示，各構面底下發展之敘述項目，則以 A-1， A-2，

A-3，…，B-1，B-2，…，H-1，…等標示，餘者類推。  

根據林清江（1992）認為，若資料中出現較多兩極端分

數時，或評定量尺屬於次序變數時，適用以中位數為集中量

數，以四分位差為變異量數。如以穩定性為考慮，則以算術

平均數（或稱為平均數）為集中量數，以標準差為變異量數。

故本研究每回合問卷主要統計結果包括：  

ㄧ、以四分位數（Q1、Q2、Q3）和四分位差（Q），來呈

現各層面或各項目之集中與離散情形。   

二、利用平均數（M）來呈現重要性之數值，和以標準差     

（SD）來呈現各題項之差異情形。（如表示重要程度  

者，其平均值須達五點計分量尺的中間水準 3.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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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專家問卷調查  

使用 Expert Choice 2000 軟體進行資料統計分析。回收的

問卷經剔除填答不完整、填答方式錯誤及固定式反應的問卷

後，再將資料輸入電腦進行統計分析，各項考驗與分析皆採

用 α=.05 的顯著水準。茲將統計方法敘述如下：  

採 用 層 級 程 序 分 析 法 （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AHP 法可將複雜的系統簡化成簡要之層級系統，

並彙集專家及決策者的意見，以名目尺度執行各因素之間的

成對比較，再建立成對比較矩陣，並求出特徵向量及特徵值，

以該特徵向量代表某一層級中各因素間的優先順序。另外，

以成對比較矩陣的最大特徵值來評估成對比較矩陣之一致性

的強弱，評估結果可作為決策資訊及重新評估的參考指標。  

  首先，將每位專家在相對權重調查問卷之勾選結果，計

算幾何平均數，並建立成對比較矩陣；依據所建立之成對比

較矩陣，進行每題之一致性分析（Consistency Ratio [C.R.]），

來判斷專家選題之有效問卷，並將C.R.值大於 0.1者予以剔

除；進行整體權重一致性分析；最後依層級指標進行比較分

析，得出各階層指標之相對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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