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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觀念性架構 

本研究之觀念性架構如圖4-1所示： 

 

圖4-1 觀念性架構圖 

第二節  建立績效衡量指標與實證假說 

一、建立績效衡量指標 

緊接著文獻探討以及科學園區現況以及未來發展策略介紹之後，本研究針對

所蒐集資訊進一步建立績效衡量指標，希望針對科學園區發展策略以及以過去相

關研究文獻為背景設計適當之衡量指標，指標設計除了參考相關文獻之外，還取

得數位國內專家的意見，希望能藉此找出周全的衡量指標；衡量指標共包含智慧

資本之三大構面、共計 26 個衡量指標，詳見表 4-1、4-2 與 4-3。 

（一）知識資本構面 

本構面之衡量指標希望能瞭解在科學園區內設廠是否能增進廠商在知識累

積上之優勢，以及園區管理局在知識累積方面所作的努力是否符合廠商的期待，

在科學園區設廠最主要之優勢為優秀人才之取得以及培訓，其次為研發技術的發

展以及廠商之間的研發合作，如表 4-1 所示： 

科學園區

之現況 

SWOT 分析 

五力分析 

智慧資本

衡量指標 

科學園區管理局提

供廠商之服務 

高科技

廠商 

1. 瞭解科學園區對廠商提供服務之績效：重要

性、期望程度、達成水準。 

2. 探討不同特性廠商對於科學園區提供服務

看法之影響因素：所在園區、產業別、經營績

效、規模、未來展望、依賴程度等因素。 

績效評估 



 46

表 4-1 知識資本構面衡量指標 
知識資本衡量指標 操作型定義 參考來源 
吸引與訓練優秀人才 
幫助園區內廠商吸引高

學歷與高專業能力（具實

務經驗或相關證照）之人

才 

幫助廠商吸引優秀之人

才 
Edvinsson & Malone
（1997） 
Sveiby（1997） 
Stewart（1997） 
Bontis（1998） 
Guthrie（2001） 
莊子雯（2002） 
吳淑玲（2004） 
莊弘鈺（2006） 

為園區內廠商設立育成

中心或研發中心提供課

程以培育人才 

提供專業的育成中心等

設施協助廠商實施完善

的員工培訓計畫 

Bontis（1998） 
陳志明（2002） 
 

促進研發聯盟或技術聯盟之合作與獎勵研究發展 
協助園區內廠商與大學

院校、研究機構（如工研

院等）進行合作 

鼓勵產學合作，與科學園

區周遭大學院校或研究

機構合作研發創新技術 

陳毓晴（2002） 
陳志明（2002） 

獎補助園區內廠商之研

究發展計畫 
獎勵或補助廠商進行創

新性研究發展計畫 
學者專家建議 

協助相關技術之取得與知識累積之效應 
提供園區內廠商向園區

外其他廠商購買技術專

利之管道 

協助園內廠商能方便取

得各項具商業化潛力之

專利或技術 

本研究新增 

相關高科技關鍵零組件

及技術上下游廠廠商之

引進 

引進專業研發整合技

術，促進產業上下游連結

學者專家建議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組織資本構面 

本構面之績效衡量指標主要探討兩大方向，一為科學園區與廠商之間的互動

及協調整合各廠商進行合作與整合，二為探討園區內的各項軟硬體設施之完備程

度，詳見表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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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組織資本構面衡量指標 
組織資本衡量指標 操作型定義 參考來源 
與園區內廠商之互動 
提供單一窗口之服務 單一窗口服務提供方便

迅速的申辦服務 
高誓男等（2004） 

回應園區內廠商問題

時，是否有標準作業流程

以提昇解決問題之速度

（如申請入園區、擴廠需

求、水電、廠商抱怨處理

等） 

建立標準流程，加速回應

與解決廠商各項問題之

能力 

本研究新增 

協調與協助園區內廠商整合策略與技術 
形成策略聯盟（供應鏈之

整合） 
協助廠商之間形成策略

聯盟擴大競爭優勢、進行

供應鏈管理 

Brooking（1996） 
Sullivan（2000） 
莊子雯（2002） 
吳淑玲（2004） 
莊弘鈺（2006） 

協調園區內各廠商所擁

有之專利或技術研發進

行整合 

協調各廠商利用各自擁

有之專利或研發技術共

同開發新技術或新產品 

Brooking（1996） 
Sullivan（2000） 

土地、基礎建設之完整性與提昇環境保護 
提供土地給園區內廠商

之能力 
供應廠商足夠之土地建

立廠房 
游正田（2004） 

園區所供應基礎建設（如

水、電、瓦斯等）之穩定

性 

提供穩定的能源與基礎

建設 
游正田（2004） 

協助廠商降低或解決環

境污染問題 
協助廠商處理環保問題

以降低社會成本 
游正田（2004） 

提昇園區內外生活機能（如食衣住行育樂、托兒與子女上學等） 
提昇園區內外生活機能

（如食衣住行育樂、托兒

與子女上學等） 

提昇園區內的生活機

能，提供舒適的生活環境

蔡長山（2002）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三）顧客構面 

本構面將探討，廠商於科學園區設廠能否透過上述各資本之累積，實際轉換

成產品優勢，幫助提昇其經營績效？另外，能否促成行銷聯盟之形成？將競爭優

勢反應至市場占有率以及成長率上，詳見表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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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顧客資本構面衡量指標 
顧客資本衡量指標 操作型定義 參考來源 
於園區內設廠能否提昇大眾對廠商之評價(品牌信譽) 
於園區內設廠能否提昇

大眾對廠商之評價(品牌

信譽) 

社會大眾對在科學園區

設廠之廠商擁有更多信

心 

Sveiby（1997） 
Buren（1999） 
李昱慧（2005） 

於園區內設廠能否提昇產品在市場上之占有率或成長率 
於園區內設廠能否提昇

產品在市場上之占有率

或成長率 

在科學園區設廠對產品

在市場的占有率及成長

率有正面幫助 

Edvinsson and Malone
（1997） 
Bontis（1998） 
詹文男（2002） 
吳淑玲（2004） 

協助園區內行銷聯盟之形成，協調園區內廠商下游顧客之整合 
協助園區內行銷聯盟之

形成，協調園區內廠商下

游顧客之整合 

幫助園區內廠商形成行

銷聯盟，幫助整合價值鏈

之下游 

Brooking（1996） 
Sullivan（2000） 
莊子雯（2002） 
吳淑玲（2004）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建立本研究之實證假說 

由於不同特性廠商對園區所提供服務之看法（服務項目之重要性、期望程度

與達成水準）可能不同，本文建立實證假說如下： 

（一）廠商產業別影響其對於科學園區所提供服務之看法 

 不同產業的廠商，受到所需資源、各產業成熟度以及需要之關鍵技術不同等

因素影響，因此對於科學園區所提供服務之重要性、期望程度及達成水準看法應

該有所差異，因此本研究建立以下假說： 

H1：所屬產業不同之廠商，對科學園區所提供服務項目之重要性、期望程度與

達成水準之看法不同。 

（二）廠商經營績效影響其對於科學園區所提供服務之看法 

Venkatraman & Ramanujam (1986)認為，影響績效之因素或衡量指標包含財

務績效、營運績效以及組織績效，其中，營運績效包含：產品品質、市場占有率、

新產品引入及附加價值率；另外，Bird & Beechler (1995)亦認為公司經營績效是

組織在衡量績效時之重要衡量指標。故本研究認為在市場上表現不同的廠商，由

於受到經營績效好壞之影響，對於科學園區提供服務之重要性、期望程度與達成

水準之看法也會產生差異，因此本研究建立以下假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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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經營績效不同之廠商，對科學園區所提供服務項目之重要性、期望程度與

達成水準之看法不同。 

（三）廠商規模影響其對於科學園區所提供服務之看法 

企業規模是企業成立至今所累積的所有資源以及經營成果，故規模愈大的企

業，通常被視為具備獲取高於正常利潤率之能力，當企業規模愈大，其所擁有的

資源就愈多、可以運用的較多的資金及較優良的市場關係和人力資本，且承擔風

險能力也愈強（Berger ＆ Ofek，1995、Lins ＆ Servaes，2002；Campa ＆ Kedia，
2002）。因此，本研究認為受到廠商在科學園區內設廠規模大小以及投入資金多

寡之影響，不同企業規模的廠商對於科學園區所提供服務之重要性、期望程度及

達成水準看法會產生差異，因此本研究建立以下假說： 

H3：規模不同之廠商，對科學園區所提供服務項目之重要性、期望程度與達成

水準之看法不同。 

（四）廠商未來展望影響其對於科學園區所提供服務之看法 

 由於不同廠商對於企業本身未來前景之優劣評估不同，對於未來發展所抱持

之態度也有所不同，故廠商對於科學園區所提供服務之重要性、期望程度及達成

水準看法應該有所差異，因此本研究建立以下假說： 

H4：未來展望不同之廠商，對科學園區所提供服務項目之重要性、期望程度與

達成水準之看法不同。 

（五）廠商所在園區影響其對於科學園區所提供服務之看法 

 由於廠商所處科學園區地點不同之影響，各廠商直接面對不同之科學園區管

理局，加上各園區發展時程有所差異，故廠商對於不同地點之科學園區所提供服

務之重要性、期望程度及達成水準看法應該有所差異，因此本研究建立以下假說： 

H5：所在園區不同之廠商，對科學園區所提供服務項目之重要性、期望程度與

達成水準之看法不同。 

（六）廠商對園區之依賴程度影響其對於科學園區所提供服務之看法 

 受到各廠商對於科學園區所提供服務之依賴程度差異之影響，廠商對於科學

園區所提供服務之重要性、期望程度及達成水準看法應該有所差異，因此本研究

建立以下假說： 

H6：對科學園區依賴程度不同之廠商，對科學園區所提供服務項目之重要性、

期望程度與達成水準之看法不同。 

（七）廠商是否另於科學園區外設廠影響其對於科學園區所提供服務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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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有一些廠商可能在科學園區外另有投資設廠，因此廠商可以比較科學園

區與一般工業區或加工出口區之差異，對於科學園區所提供服務之重要性、期望

程度及達成水準看法應該與未曾在科學園區外設廠之廠商有所差異，因此本研究

建立以下假說： 

H7：在科學園區外設廠之產業，對科學園區所提供服務項目之重要性、期望程

度與達成水準之看法不同。 

 

第三節  問卷實施過程 

一、問卷設計流程 

本研究之問卷設計以易於瞭解，且能切合本研究的目的為主，問卷設計過程

如表 4-4 所示： 

表 4-4 問卷設計過程 
程序 說明 
1.蒐集相關文獻 蒐集與科學園區、智慧資本、平衡計分卡與績效評估相關之

文獻，根據先前各學者之研究整理出適合本研究的問卷題

目。 
2.探討科學園區

環境與策略 
透過對科學園區現況與未來發展的瞭解，從上步驟所整理出

的問卷題目找出與策略有關聯之題目。 
3.設計問卷初稿 根據篩選後的問卷題目設計問卷初稿，以電子郵件方式委託

國內專家人士協助篩選，並提供意見。 
4.實施問卷前測 請數位友人協助確認問卷題意清楚易懂，不致混淆受測者之

想法。 
5.問卷題目修正 根據專家人士之意見與前測的結果對問卷題目稍作修正。 
6.擬定問卷 完成正式之問卷，並發出問卷請受測者進行填答。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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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問卷設計 

變數經專家檢定後，採用李克特七等尺度量表區間設計問卷，問卷分

為四個部份，第一部份為問卷填答說明，第二部份為問卷本身，第三部份

為填答者公司特性資料，第四部份填答者個人資料基本資料。本問卷共分

四個欄位，第一欄為「問項」，第二欄為「重要性程度」，請填答者針對該

問項的重要程度予以評估勾選；第三欄為「對管理局投入水準之期望程

度」，請填答者根據期望科學園區管理局（簡稱管理局）在該問項所投注

努力或資源之程度予以評估勾選，第四欄為「目前管理局達成水準」，請

填答者根據目前管理局在該問項已投入努力及資源之滿意程度予以評估

勾選。 

三、 問卷實施過程 

本問卷的實施流程簡述如下： 

（一）本研究設計完成後，邀請各科學園區負責主管以及國科會相關人員進

行檢測，根據專家之意見討論與修正問卷敘述及說明，使問卷內容更

易於瞭解，並更能與實務相結合。 

（二）寄發問卷採附回郵信封方式，郵寄給科學園區內共 412 家廠商（以剔

除相同廠商）。 

（三）於兩週後進行催收，對位回覆對象以電話或e-mail聯繫，確認其是否

有收到問卷，並請求對方撥冗回覆問卷。 

（四）回收之問卷若有填答不全、重複勾選等情形者，以e-mail方式發函請

求確認，以降低無效問卷。 

（五）問卷自2007年四月上旬發放，回收期間為四月上旬至五月中旬，以此

期間回收之問卷作統計分析。 

第四節  資料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方式，問卷資料採用SPSS for windows V13.0統計軟體進行

資料分析。為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使用之資料分析方法包括下列各項： 

一、敘述性統計分析 

針對個別受測者公司與個人基本資料之屬性，公司特性部份包括公司所處園

區、公司產業別，個人基本資料部份包括所屬部門、擔任職務、工作年數、性別、

年齡、教育程度等指標，採用敘述統計分析，以瞭解樣本來源的分佈狀況。 

二、樣本資料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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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樣本常態性分配、以及信度及效度分析，用以檢定樣本資料特性。 

三、假說檢定 

 依照受測者公司特性資料進行分類，探討不同特性（如產業、規模、經營狀

況、對科學園區之依賴程度等因素）是否影響填答之結果，以及瞭解不同公司特

性對於績效衡量指標之看法是否有顯著差異，並探討與本研究假說是否一致。 

本研究資料分析流程如圖4-2所示： 

 

圖4-2 資料分析流程圖與說明 

 

輸入資料與排除無效問卷 

分析受測者公司、填答者個人基本資料

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進行樣本常態分配、信度、效度等分析

將公司特性與評估結果進行分組比

較，檢定結果是否與本研究假說一致 

根據資料分析結果提出結論與建議 

分析步驟 

收集問卷 

敘述性統計分析 

問卷及樣本資料統計分析 

假說檢定 

結論與建議 

說明 

科學園區服務績效評估 
透過將各問項之在三項評估標準之分

數排列名次，以進行比較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