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研究方法 

 

第一節、研究架構與假設 

經由前述的探討，我們假設學生會期待在學期間累積社會資本（H1），會花

時間於在學期間累積社會資本（H2），且的確於在學期間累積了社會資本（H3）。

個人對社會資本影響未來發展程度的認知（H4.1）、個人的職涯發展目標（H4.2）

以及個人的背景（以就讀班級為區分值，H4.3），我們也假設會影響個人對學期

間累積社會資本的期待。個人對於社會資本相對於人力資本對職涯發展影響的認

知相對比重，我們則假設會影響個人在學期間發展此二者的相對比重（H5）。另

外，我們假設在學校相較其他社交場合比較容易累積有品質的社會資本（H6）。

最後，我們對在學期間累積社會資本的方式以及該社會資本的本質做了一些調

查。本研究架構如圖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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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研究架構 



茲對此架構以及我們將檢定的假設做一更詳細之解釋： 

一、 H1：學生會期待在學校能累積社會資本。 

 虛無假設：學生傾向不同意（同意程度小於或等於 0）非常期待在學期

間累積社會資本。 

 對立假設：學生傾向同意（同意程度大於 0）非常期待在學期間累積社

會資本。 

 

二、 H2：學生在學期間，會花很多時間與精力發展社會資本。 

 虛無假設：學生傾向不同意（同意程度小於或等於 0）在學期間花非常

多時間與精力累積社會資本。 

 對立假設：學生傾向同意（同意程度大於 0）在學期間花非常多時間與

精力累積社會資本。 

 

三、 H3：學生的確於在學期間累積了社會資本。 

 虛無假設：學生傾向不同意（同意程度小於或等於 0）在學期間的確累

積了社會資本。  

 對立假設：學生傾向同意（同意程度大於 0）在學期間的確累積了社會

資本。 

 

四、    H4：學校相對於其他社交場合容易累積社會資本。 

 虛無假設：學生傾向不同意（同意程度小於或等於 0）學校相對於其他

社交場合容易累積社會資本。  

 對立假設：學生傾向同意（同意程度大於 0）學校相對於其他社交場合

容易累積社會資本。 

 

五、 H5：期待累積社會資本，會影響花時間與精力累積社會資本。 



 虛無假設：是否期待累積社會資本，與是否花時間與精力累積社會資

本之間，無線性相關。 

 對立假設：是否期待累積社會資本，與是否花時間與精力累積社會資

本之間，有線性相關。 

 

六、 H6：花時間與精力累積社會資本，會影響的確累積了社會資本。 

 虛無假設：是否花時間與精力累積社會資本，與是否的確累積了社會

資本之間，無線性相關。 

 對立假設：是否花時間與精力累積社會資本，與是否的確累積了社會

資本之間，有線性相關。 

 

七、 H7：的確累積了社會資本，會影響認為學校相對其他社交場合較易累

積社會資本。 

 虛無假設：是否的確累積了社會資本，與是否認為學校相對其他社交

場合較易累積社會資本之間，無線性相關。 

 對立假設：是否的確累積了社會資本，與是否認為學校相對其他社交

場合較易累積社會資本之間，有線性相關。 

 

八、 H8區分為三個子假設： 

H8.1：個人認知累積社會資本對未來職涯發展影響很大，影響期待在學

期間累積社會資本。 

 虛無假設：個人認知累積社會資本對未來職涯發展影響很大，與期待

在學期間累積社會資本之間，無線性相關。 

 對立假設：個人認知累積社會資本對未來職涯發展影響很大，與期待

在學期間累積社會資本之間，有線性相關。 

 



H8.2：個人職涯發展目標影響期待在學期間累積社會資本。 

 虛無假設：不同的職涯發展目標，對期待在學期間累積社會資本，沒

有差異。 

 對立假設：不同的職涯發展目標，對期待在學期間累積社會資本，存

在差異。 

 

H8.3：班別影響期待在學期間累積社會資本。 

 虛無假設：不同的班別，對期待在學期間累積社會資本，沒有差異。 

 對立假設：不同的班別，對期待在學期間累積社會資本，存在差異。 

 

九、 H9區分為三個子假設： 

H9.1：個人認知累積社會資本對未來職涯發展影響很大，影響在學期間

花時間與精力累積社會資本。 

 虛無假設：個人認知累積社會資本對未來職涯發展影響很大，與在學

期間花時間與精力累積社會資本之間，無線性相關。 

 對立假設：個人認知累積社會資本對未來職涯發展影響很大，與在學

期間花時間與精力累積社會資本之間，有線性相關。 

 

H9.2：個人職涯發展目標影響在學期間花時間與精力累積社會資本。 

 虛無假設：不同的職涯發展目標，對在學期間花時間與精力累積社會

資本，沒有差異。 

 對立假設：不同的職涯發展目標，對在學期間花時間與精力累積社會

資本，存在差異。 

 

H9.3：班別影響在學期間花時間與精力累積社會資本。 

 虛無假設：不同的班別，對在學期間花時間與精力累積社會資本，沒



有差異。 

 對立假設：不同的班別，對在學期間花時間與精力累積社會資本，存

在差異。 

 

 

十、 H10：在學期間，分配在發展社會資本或人力資本的時間與精力的相對

比重，與個人認知社會資本與人力資本對未來職涯發展影響的相對比重有

關。 

 虛無假設：分配在發展社會資本或人力資本的時間與精力的相對比重，

與個人認知社會資本與人力資本對未來職涯發展影響的相對比重，無線

性相關。 

 對立假設：分配在發展社會資本或人力資本的時間與精力的相對比重，

與個人認知社會資本與人力資本對未來職涯發展影響的相對比重，有線

性相關。 

 

十一、 我們會對於在學校累積社會資本的方式，與相較於其他社交場合所累積

的社會資本的本質，做一敘述。以同意程度大於 0代表受訪者傾向同意我們

所提出來的本質差異與累積方式之敘述。 

 

 

 

 

 

 

 

 



第二節、研究架構中各變項的操作性定義與測量方法 

 

一、 累積社會資本：從文獻整理與分析，我們這裡將累積社會資本分為累積

結構與累積關係兩類，其中累積結構包括（一）接觸對自己有直接或間接幫

助的同學或校友，我們之後以「接觸」代表這個概念，以及（二）透過同學

或校友接觸對自己有幫助的人，我們之後以「延伸」代表這個概念。累積關

係包括（一）深入了解對自己有直接或間接幫助的同學或校友，我們之後以

「了解」代表這個概念，以及（二）與對自己有直接或間接幫助的同學或校

友建立深厚感情，我們之後以「結交」代表這個概念。 

 

二、 期待累積社會資本（H1）：衡量是否同意非常期待在學期間累積社會資

本，對應問卷第四部分第 1～4 題，分析時分別以期待接觸、期待延伸、期

待了解與期待接觸來代表，由受訪者對敘述勾選同意程度：非常同意、同意、

稍微同意、無意見、稍微不同意、不同意、非常不同意。 

 

三、 花時間與精力累積社會資本（H2）：衡量是否同意在學期間非常期待累

積社會資本，對應問卷第四部分第 3～8 題，分析時分別以耗時接觸、耗時

延伸、耗時了解與耗時結交來代表，其中耗時代表花時間與精力，由受訪者

對敘述勾選同意程度：非常同意、同意、稍微同意、無意見、稍微不同意、

不同意、非常不同意。 

 

四、 的確累積社會資本（H3）：衡量是否同意的確於在學期間累積了社會資

本（H3），對應問卷第四部分第 5～8題，分析時分別以的確接觸、的確延伸、

的確了解與的確接觸來代表，由受訪者對敘述勾選同意程度：非常同意、同

意、稍微同意、無意見、稍微不同意、不同意、非常不同意。 

 



五、 學校較易累積社會資本（H4）：衡量是否同意學校相對較易累積社會資

本，對應問卷第四部分第 13～16 題，分析時分別以容易接觸、容易延伸、

容易了解、容易結交來代表，由受訪者對敘述勾選同意程度：非常同意、同

意、稍微同意、無意見、稍微不同意、不同意、非常不同意。 

 

六、 認知影響：衡量社會資本對未來職涯發展的影響的認知，對應問卷第三

部分第 4～7 題，分析時分別以接觸重要、延伸重要、了解重要、結交重要

代表，由受訪者對敘述勾選同意程度：非常同意、同意、稍微同意、無意見、

稍微不同意、不同意、非常不同意。 

 

七、 職涯發展目標：我們區分為升遷（代號 0）、加薪（代號 1）、轉到同產

業其他公司（代號 2）、轉換產業（代號 3）、自行創業（代號 4）、退休（代

號 5）、初次就業（代號 6），對應問卷第一部份：你未來的職涯發展目標。

由受訪者勾選（單選）。 

 

八、 班別：我們區分為 EMBA（代號 0）、AMBA（代號 1）、MBA（代號 2），

在抽樣時即已做區分。 

 

九、 認知社會資本相對人力資本影響比重：這裡我們用人際關係的詞代替社

會資本，是為便利受訪者在概念上的了解，在問卷上並對人際關係與人力資

本的定義做一簡述。就未來職涯發展而言，認知社會資本相對人力資本的影

響比重，分析時以未來 SC對 HC代表，對應問卷第二部分第 6題，由受訪

者圈選人際關係/人力資本的相對比重，共有 0/10、1/9、2/8、3/7、4/6、5/5、

6/4、7/3、8/2、9/1、10/0十一個選項。在分析時，以 0～10 來代表社會資本

的相對比重值。 

 



十、 社會資本相對人力資本的發展比重：這裡我們用人際關係的詞代替社會

資本，是為便利受訪者在概念上的了解，在問卷上並對人際關係與人力資本

的定義做一簡述。在學期間發展社會資本與人力資本的相對比重，對應問卷

第二部分第 7 題，分析時以發展 SC 對 HC 代表，由受訪者圈選人際關係/

人力資本的相對比重，共有 0/10、1/9、2/8、3/7、4/6、5/5、6/4、7/3、8/2、

9/1、10/0十一個選項。在分析時，以 0～10 來代表社會資本的相對比重值。 

 

十一、 學校累積社會資本的方式，與相較於其他社交場合所累積的社會資本的

本質：調查受訪者對在學期間累積社會資本的方式與對該社會資本的本質的

認知，對應問卷第五部分。第一大題探討接觸人的方式，1～7題為課堂中採

用的方法，8～10為課外採用的方法，分析時以課中接觸法（1～7）與課外

接觸法（1～3）代替；第二大題為延伸接觸人的方法共六題，分析時以延伸

法（1～6）代替；第三大題為深入了解人的方式，其中 1～5 題為課堂中採

用的方法，6～8題為課外採用的方法，分析時以課中了解法（1～5）與課外

了解法（1～3）代替；第四大題為與人建立深厚感情的方式，1～4題為課堂

中採用的方法，6～7題為課外採用的方法，分析時以課中結交法（1～4）與

課外結交法（1～2）代替；第五大題為就讀時建立的社會資本的本質探討共

六題，分析時以本質（1～6）代替。 

 

 

 

 

 

 

 

 



第三節、資料蒐集方法、研究對象、與樣本特性分析 

 

本研究以政大商學院學生為研究對象，以問卷的方式，訪問政大商學院學

生，共回收六十份有效問卷，其中 EMBA科管組 94級 22人（全班 23人，受訪

比例 95.6％），AMBA94級全職班 21人（全班 30人，受訪比例 70％），科管所

MBA94級 17人（全班 25人，受訪比例 68％）。EMBA平均年齡約 45歲，工作

年資約 20 年；AMBA平均年齡約 30歲，工作年資約 5 年；MBA平均年齡約 25

歲，尚未有工作經驗。其共通點為政大商學院之學生，接受相近的課程，以及擁

有學生該有的權利與義務。故我們在分析時，將這三種人的期待、耗時與的確累

積整合為學生們的共同期待、耗時與的確累積。 

 

第四節、資料處理與分析方法 

 

 我們以單一樣本 T檢定來檢定 H1、H2、H3、H4以及本質差異與累積方法之

的同意程度平均數是否大於 0，設定信心水準為 95％，當 t值為正且 P值小於 0.05

時否定虛無假設；以相關分析檢驗 H5、H6、H7、H8.1、H9.1、H10是否存在線

性相關，以 ANOVA 檢驗 H8.2、H8.3、H9.2、H9.3。使用軟體工具為 SPSS12.0

版。 

 

第五節、研究限制 

一、 樣本可能缺少代表性：由於我們所找的樣本，有 39人（比例為 65%）

是科管所的學生，這群樣本的特性是否能代表商學院？又即便能夠

代表商學院，商學院的學習特徵又是否能夠代表學校教育的趨勢？

諸如此等，由於我們並未很明確加以釐清，所以研究結果在推論一

般性時可能會有疑慮。 

二、 問卷的可能偏差：由於問卷並未做信、效度分析，所以我們並不能



完全確定受試者在題目的認知上與我們期待的一致。 

三、 構面的代表性：我們用是否接觸、是否延伸、是否了解以及是否結

交四構面來檢驗是否累積社會資本，由於本研究為初次以這四構面

來檢驗社會資本的文獻，是否適當或許可由後續研究繼續驗證。 

 

 

 

 

 

 

 

 

 


