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章共分五小節，首先呈現研究方法、擬訂研究架構、界定研究

對象、發展研究工具，最後呈現實施程序及資料分析的方法，茲分述

如下。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藉由文獻探討，了解人力資源客服代表職能相關之相

關研究，並根據研究目的，選擇適當的研究方法與工具。 

研究者採用專家審查法及調查研究法，首先透過文獻分析及參酌

學者專家之建議，發展出自編問卷以取得研究目的所需資料。 

在專家審查的部分，先利用文獻探討歸納出人力資源客服代表所

需之職能的構面及項目，接著請專家選定及修改每一構面下的項目，

以作為研究問卷之內容；再透過此自編問卷作為研究資料的蒐集與分

析的依據，以調查人力資源客服代表所應具備的職能、以及人力資源

客服代表之職能內涵等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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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 

研究者先蒐集人力資源專業人員工作內容、角色及職能，再從文

獻中歸納出人力資源客服代表工作內容的相關文獻，初步發現人力資

源客服代表也需具備人力資源專業人員的專業職能；因此，最後結合

兩者之文獻資料，找出人力資源客服代表主要工作內容與所需之職能

內涵，包含職能構面與項目。研究者擬訂之研究架構繪製如圖 3-1 所

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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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係採用便利抽樣的方式，針對目前在業界從事人力資源相

關工作之學長姐及其他人力資源前輩或企業先進，於國內 65 家企業間

寄發人力資源客服代表相關研究邀請函，詢問該服務企業是否設置人

力資源客服代表之角色及其協助問卷調查之意願。 

由於國內人力資源客服代表可能會因其在不同企業而有不同的職

稱，包含 Account Service（簡稱 AS）、Account Officer（簡稱 AO）、

Account Manager、Business Partner、Specialist 或人事窗口等尚未有統

一之職稱。且不同的企業實施制度之形式也有所差異，有些企業只針

對特定部門或廠區提供人力資源客服代表的服務；少數企業則因為企

業規模或人力問題，讓總公司人力資源專業人員身兼人力資源客服代

表。因此，研究者透過努力聯絡並瞭解各企業的編制是否符合本研究

之定義，確認其為本研究之研究對象 

在取得企業之人力資源人員的協助意願後，於民國 97 年四月九日

開始進行正式問卷發放，以紙本或電子問卷方式交由企業的總公司人

力資源部門代為轉發，總計發出 237 份問卷。問卷回收工作則於五月

一日進行第一次問卷催覆，五月十五日進行第二次問卷催覆，五月二

十三日進行第三次催覆。並於五月二十八日回收完畢所有問卷。 

共計選取 23 家企業，對其人力資源客服代表發放調查問卷。詳細

的問卷發放資料，整理如表 3-1 所示。總計調查 237 位人力資源客服

代表，回收 78 份，其中有效問卷 73 份，無效問卷 5 份，有效回收率

約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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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選取之調查企業對象列表 

編號 企業名稱（依筆畫序排列） 

1. 104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3.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4. 中國信託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5.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6. 仁寶電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元大京華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8. 功學社教育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9. 台新國際商業銀行股份有限公司 

10. 台灣安捷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 台灣國際商業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12. 台灣積體電路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13. 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 和碩聯合科技股份有限 

15. 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16. 威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7. 建碁股份有限公司 

18. 致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 富邦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 華寶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21. 本國某國際商業銀行 

22. 本國某壽險公司 

23 某外商銀行 

 50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問卷做為資料蒐集的工具，所使用的量表乃是從文獻探

討中，整理出符合研究目的與研究對象之構面及題項，其信、效度皆

已先前學者被驗證。問卷內容詳如附錄所示，以下則就問卷發展過程

及問卷內容加以說明之。 

一、問卷發展過程 

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之人力資源客服代表意涵、職能意涵，以及

國內過去研究有關職能的評量項目，發展出調查人力資源客服代表職

能之問卷初稿，再經過五位實務專家審查後，以確定問卷之架構與內

涵已涵蓋本研究所要蒐集之資訊，修訂編製出正式問卷。實務專家成

員如下表 3-2 所示。 

 

表3-2 實務專家成員表 

專家姓名(以姓氏筆畫序排列) 現職 

白雅婷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人事處 人力資源課 經理 

李維哲 特力集團亞太區 人資長 

曾寶鈴 富邦金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人力資源處  

海外事業部 經理 

葛建培 臺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博士候選人 

（前聯華電子管理部 副理） 

蘇佳民 一零四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人力資源部 

人資發展課 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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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內容 

研究問卷包含兩部分，第一部分為職能相關問卷調查，第二部分

個人基本資料。詳細內容分述如下： 

（一）職能相關問卷調查 

 

 

此部分依據文獻探討歸納之結果呈現，共分成九大構面來探討，

其中包含修改林文政（2004）針對台灣某高科技個案企業，所發展出

之人力資源客服代表職能六大構面，以及研究者藉由文獻探討所歸納

出之人力資源領域人員所應具備之三大構面，共計九大構面，並經由

專家檢視問卷內容後，修改詞句以符合人力資源客服代表所應具備職

能之題意。第一部分共計 67 個題項；另外，本量表採用 Likert 五點

量表的計分方式，根據受測者填答「非常重要」、「重要」、「普通」、「

不重要」、「非常不重要」分別給予 5 分至 1 分，得分愈高者表示受測

者認為題項對於人力資源客服代表之重要程度越高。 

（二）個人基本資料

個人基本資料包括：填答者之性別、年齡、最高學歷、任職企業

的產業別、職位、從事人力資源工作的年資及擔任人資客服代表之年

資。 

（三）問卷的信、效度（研究結果請參考本章第五節）

1. 信度方面 

本研究在問卷回收後，隨即進行統計分析；於信度方面，採用

Cronbach’ s α 值來進行信度檢驗。而 Cronbach＇s α 值達到 0.7 以

上，表示該構面之問卷具備良好信度，若低於 0.35 則需加以拒絕（黃

俊英，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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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效度方面 

本研究先以文獻探討歸納結果為基礎，設計問卷初稿，再以專家

審查方式，針對問卷題項進行專家效度的檢驗，其中受邀審查問卷之

專家皆排除在問卷的對象之外。專家審查部分，由五位實務界專家將

研究者經由文獻整理出之九大構面、72 個題項，作歸納整理，並進行

文字及辭意的修正，將原本研究者自行修編的 72 個題項刪減為 67 個

題項。確認題目涵蓋應具備職能的內容後，修訂出正式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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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分析 

本研究在問卷回收及完成資料的蒐集整理後，以統計軟體 SPSS 

for Windows 套裝軟體進行資料的分析；將回收的問卷剔除填答不完

整、填答方式錯誤及固定式反應的問卷後進行統計分析。各統計方法

分述如下。 

一、計分方式 

針對人力資源客服代表在各項職能的知覺情形及實際工作現況，

利用李克特（Likert）五點量表，分很重要到很不重要，以 1 到 5 分

作平均數及標準差分析，以了解其主要工作內容及活動所需具備之重

要職能。 

二、信度分析 

本研究為確保問卷題目的一致性及穩定性，故採用 Cronbach's α

值來針對同一構面下之題項進行內部一致性的分析，衡量其是否符合

一般的信度檢驗要求，Cronbach's α值應大於 0.7 以上為佳，如此可

使量表具有相當高的穩定性與精確性。如表 3-3 所示，除了第一個構

面因為題項較少，信度標準僅達到 0.621 以外，各個構面的信度表準

都達到 0.7 以上，整份問卷信度之 Cronbach's α值約達 0.968，可知本

問卷具有高度之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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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調查問卷信度統計量 

構面 Cronbach's α值 題數 

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 0.621 3 

功能性人力資源管理 0.879 7 

內部顧客需求分析能力 0.789 6 

HR端與內部顧客端溝通協調能力 0.929 7 

提供內部顧客諮詢與指導服務能力 0.853 8 

內部顧客服務專業管理能力 0.924 10 

顧客服務人格特質 0.923 14 

顧客服務專業知識 0.800 6 

自我發展與管理 0.926 6 

整體問卷 0.968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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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效度分析 

由於本研究之問卷先前學者已經考驗過其信效度，並且研究樣本

取得相當不易，所以研究者並未於正式施測前進行預試。內容效度（

content validity），乃指測量工具的適切性，判定的方式可由研究人員

謹慎定義研究主題、選擇量表以及斟酌測量尺度以掌握內容效度，本

研究所採用量表之內容效度由研究者、指導教授以及此領域的專家共

同檢驗。 

四、重要性分析與比較 

本研究旨在找出人力資源客服代表應具備那些重要職能，研究者

利用重要性分析，以平均分數的判斷指標作為判別程度高低之準則，

來找出各項職能的重要性，並比較不同產業別及不同年資之重要性排

序之間的關聯；平均分數判斷區間對這說明如表 3-4 所示。 

 

表3-4 平均分數決斷區間對照表 

平均分數區間 判斷標準 

μ≧4.5 很高 

3.5≦μ＜4.5 高 

2.5≦μ＜3.5 中 

1.5≦μ＜2.5 低 

μ＜1.5 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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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變異數分析 

在找出各項職能及其重要性之後，針對產業別及擔任人力資源客

服代表年資的部分作差異分析，以找出其差異的來源，此部分判別顯

著差異的標準為顯著性需小於 0.05，若低於 0.05，即表示該題項具有

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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